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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许多外国友人
满腔热忱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为促进中外交
流合作ɇ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Ɉ中国 17
日授予其中的代表ɇ6 名外国政要和国际友人
“友谊勋章”Ɉ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评价，认为“友
谊勋章”的授予树立了中外友谊的典范，展现出
中国开放ɇ友好的姿态Ɉ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
示，此次被授予“友谊勋章”，他“非常激动也深
受感动”Ɉ拉法兰说，近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促
进法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非常高兴自己的
工作得到了中方的认可Ɉ他认为，面对各种挑

战，当今世界要实现平衡就离不开坚实的欧
中友谊，为欧中友谊而努力就是为世界和平
而努力Ɉ

泰国诗琳通长公主对中国驻泰使馆表
示，她对自己获授“友谊勋章”感到非常高兴
和荣幸，感谢中方给予如此高的荣誉Ɉ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
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表示，
中国授予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
尔g卡斯特罗“友谊勋章”，是对他的革命事业
以及他为加强古中两国关系所作贡献的
认可Ɉ

意大利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杰拉奇认

为，“友谊勋章”的授予树立了中外友谊的典
范，体现出中国积极向世界传递和平友谊ɇ公
平正义ɇ共同繁荣等理念Ɉ此次法国前总理
拉法兰获授勋章，是欧中深厚友谊的体现，也
展现出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平这一目标上的一
致性Ɉ

意大利著名汉学家ɇ罗马大学孔子学院
意方院长马西尼说，中国授予外国人士“友谊
勋章”，对促进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友谊将
发挥积极作用Ɉ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学者胡
逸山说，中国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得到很多
外国友人的帮助Ɉ中国向外国人士授予“友

谊勋章”，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
体现Ɉ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艾伦g巴雷尔认为，
“友谊勋章”超越国界，是中国日益国际化的
体现Ɉ

在英国知名社会学家ɇ“全球化”概念首
倡者之一马丁g阿尔布劳看来，中国授予外国
人士“友谊勋章”，体现了中国对外国友人给
予的支持和所作杰出贡献的认可和感激之
情，以及中国对和平友好的重视，更展现出中
国开放ɇ友好的姿态Ɉ

（参与记者：陈占杰ʩ孙晓玲ʩ张代蕾ʩ金
晶ʩ徐永春ʩ王丽丽ʩ朱婉君ʩ明大军）

新华社纽约 9 月 18 日电(记者刘亚南ʩ
潘丽君）多位中美两国资深人士 17 日在纽约
举行的新时代大讲堂活动中表示，中美关系
对世界稳定繁荣意义重大，两国应合作解决
贸易纠纷等问题，继续开展各领域交流Ɉ

当天活动的主题为“中美关系 40 年：回
顾与展望”Ɉ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主旨演
讲中表示，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
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推进以协调ɇ合作ɇ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才是正确的途径Ɉ

他说，当前中美关系问题的主要症结，在
于美方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偏差Ɉ美国基于
错误的认知，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甚至敌手，
是极其危险和不负责任的Ɉ

美国史带投资集团董事长ɇ美中关系全

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莫里斯g格林伯
格表示，中美就经贸问题达成解决方案，符合
两国利益Ɉ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g艾伦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中美能就经贸
问题达成协议感到乐观，希望中美在新一轮
谈判中取得进展Ɉ

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周树春在致辞
中表示，如果说 40 年前，在中美之间几乎没
有什么交往的情况下，都能打破历史的坚冰，
那么今天，在一个深度依存的世界，作为彼此
的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相互投资国，你中有
我ɇ我中有你的两国关系更不应该倒退Ɉ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g罗奇
认为，中美需要考虑以新的方式展开谈判，在

互信的基础上修复双边关系Ɉ两国在谈判策
略上需要更具创造性，两国的对话交流需要
更加丰富ɇ深入和持续Ɉ

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ɇ美国中国总商
会会长徐辰说，中美两国紧密合作可以应对
世界上更多的挑战和风险，为全球经济增长ɇ
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Ɉ

曾亲历 1971 年“乒乓外交”的美国乒乓
球运动员斯威里斯表示，美国年轻人可以像
当初“乒乓外交”时那样参与到美中体育和文
化交流中，或参与到其他领域交流，“我们需
要成为和平的使者”Ɉ

此次活动由中国日报社和中国银行联合
主办，多名中美双方代表发表讲话，200 多名
中美人士与会Ɉ

树立中外友谊典范 展现开放友好姿态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授予外国政要ʩ国际友人“友谊勋章”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9 日电（记者马
卓言）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 1 9 日表示，中
方敦促美方立即停
止推动审议有关涉
港议案，停止为香
港暴力激进势力和
“ 港 独 ”分 裂 分 子
站台Ɉ

在当日例行记
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1 8 日，美
众议长佩洛西同众
院 两 党 议 员 就
“ 2 0 1 9 年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举行
记者会，并邀请黄
之锋ɇ何韵诗等参
加Ɉ佩洛西称参众
两院两党都支持该
法案Ɉ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耿爽说，近期中
方已多次就美方干
涉香港事务的错误
言 行 表 明 严 正 立
场Ɉ佩洛西等政客
仍是非不分，公然

举行记者会威胁推动涉港议案并同“港
独”分裂分子接触，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
坚决反对Ɉ

“我要重申，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
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Ɉ”耿爽说Ɉ

耿爽说，中方强烈敦促美方恪守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切实尊重中国主
权，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
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有关涉港议案，停止为
香港暴力激进势力和“港独”分裂分子站
台，停止对损害香港特区繁荣稳定的言行
推波助澜Ɉ

中美人士呼吁发展中美关系解决贸易纠纷
外
交
部
回
应
美
推
动
审
议
涉
港
议
案


停
止
为﹃
港
独
﹄分
裂
分
子
站
台

随着中国
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中国文
化在全球的“能
见度”不断提升ʪ
中国文化以深厚
的底蕴ʩ特有的
魅力为世界各地
的民众打开了一
扇了解中国，为
中国与世界搭建
起一座交流的桥
梁ʪ图为 2019 年
2 月 2 日 ，在比
利时安特卫普市
中心大广场，比
利时健身气功协
会成员在“欢乐
春节”巡游开始
前进行表演ʪ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中中国国文文化化吸吸引引世世界界目目光光

随着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忧虑情绪加
重，以及前期刺激性货币政策效用递减，一些国
家开始引入或强化负利率政策以刺激经济增
长，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也在发生变化，收益
率ʗ安全性相对较高的中国债券市场需求持续
上升，中国投资潜力得到市场背书ʪ

近期，欧洲央行将隔夜存款利率从-0 .4％ 下
调至-0 . 5％ ，意图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ʪ其
实早在 2014 年，欧洲央行就开始实施负利率，但
其刺激经济的效果并不理想ʪ鉴于当前欧元区经
济持续疲软，专家普遍认为此次负利率继续下探
无异于“饮鸩止渴”ʪ

今年以来，负利率政策在欧元区有愈演愈
烈之势ʪ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经济衰退风险和

前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正推动欧元区步入
负利率的“未知水域”ʪ目前，欧洲央行已调低
未来两年经济增长预期，作为欧元区火车头
的德国经济第二季度环比萎缩 0 . 1% ，第三
季度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ʪ此外，自 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后，欧元区宽松货币政策已持
续 8 年多，量化宽松进行 4 年ʪ德国伊弗经济
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说，欧洲央行的
货币政策已用到了极限ʪ

负利率在全球蔓延，欧元区并非孤案ʪ日
本早在 2016 年就引入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
多年来收效并不显著ʪ目前，美国国债收益率
仍在正区间，但 30 年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历
史低点ʪ美联储 7 月十年来首度降息，9 月
19 日再度降息ʪ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
为，负利率蔓延至美国“只是时间问题”ʪ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多国央行启动降息
周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等衰退信号亮
起ƀƀ诸多因素叠加正改变着全球投资者风险
偏好，推动风险较低的负收益率债券规模快速
扩张ʪ据摩根大通统计，目前全球负收益率债券
总额已达 17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债券总规模的

四分之一ʪ当前，经济疲软导致投资机会稀缺，
全球债券收益率步入下行通道已成为市场共
识ʪ在此背景下，不断扩大开放的中国债券市场
却得到国际投资者背书ʪ官方数据显示，外资已
连续９个月增持中国债券，截至 8 月末境外机
构持仓中国债券规模已冲上两万亿元大关ʪ全
球投资对中国债市的兴趣日益浓厚ʪ

首先，投资中国债券有利可图ʪ受全球大趋
势影响，中国债券收益率小幅走低但降速较慢，
与国外债市利差有所扩大，性价比优势和吸引
力不断增强ʪ此外各期限债券利率结构较为合
理，与美债等持续倒挂有较大区别，这说明中国
国内市场运行平稳，宏观经济面较为稳定ʪ

其次，中国债市开放程度不断提高ʪ继 4
月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之后，摩
根大通近日宣布于明年 2 月起将以人民币计
价的高流动性中国政府债券纳入摩根大通旗
舰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系列ʪ这意味
着中国债市将进一步吸引外资，中国多层次
资本市场正不断扩大开放ʪ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存
量规模已逾 93 万亿元，成为亚洲第一ʩ世界

第二大债券市场，但外资持债比例相对较低ʪ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扩大
开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未来外资买入中国
债券会有较大增量空间ʪ

第三，中国经济表现为人民币资产注入了
强大信用ʪ国际投资者增持中国债券，归根到
底看重的是国家信用和经济发展潜力ʪ当前，
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
义抬头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增
加，但从近期公布的数据看，经济总体运行在
合理区间，保持着稳中有进的态势，经济韧性
好ʩ潜力足ʩ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改变ʪ

今年 8 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也无碍
全球资金进入中国市场的热情，境外机构增持国
债规模逆势上扬ʪ这种对人民币资产长期表现
的乐观立场，为中国经济健康向好提供了有力
注脚ʪ(记者叶书宏)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记者吴雨ʩ刘
开雄）北京时间 19 日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 25 个基
点到 1 . 75% 至 2% 的水平Ɉ美联储年内的第二
次降息，影响全球金融市场，中国货币政策将走
势如何？即将发布的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又会如何？

美联储议息会议波澜不惊，25 个基点的
降息如期落地Ɉ美股和黄金出现了盘中跳水ɇ

先抑后扬的情况；美元指数先扬后抑，欧
元ɇ英镑等主要非美货币对美元汇率出现
不同程度地升值Ɉ19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报 7 . 0732，较前一交易日下行 4 个
基点，截至 16 时 30 分人民币对美元即期
收盘价报 7 . 0987Ɉ

目前已经有 20 多个经济体央行先后降
息，面对汹涌而来的全球降息大潮，下一步
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成为市场关注的
焦点Ɉ

在今年美联储和欧央行刚释放出降息信
号时，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就
曾明确表示，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重点根
据我国经济增长ɇ价格形势变化及时进行预调
微调，综合利用多种货币政策组合工具，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和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稳定Ɉ

“以我为主”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立足

我国国情Ɉ中国人民银行 19 日的公开市场操
作情况透露出一些信号Ɉ当日，央行开展
1200 亿元 7 天期限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
2 . 55%；同时开展 500 亿元 14 天期限逆回购
操作，中标利率为 2 . 7%Ɉ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分析，从操
作结果看，央行仍然保持利率不变，适当地增
加了数量的投放Ɉ在全球降息大潮下，中国央
行仍然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政策定
力，努力服务好“六稳”Ɉ

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
多，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Ɉ东方金诚首
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近期国内经济下行压
力依然较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需求上升Ɉ

8月以来，人民银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
政策，并使用一系列宏观调控工具精准发力Ɉ
一方面，及时推出“全面降准+定向降准”的组

合拳，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另一方，通过公开
市场操作，回笼部分资金，不搞大水漫灌Ɉ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当前中美政策利率
利差和中美市场利率利差均在扩大，未来我
国货币政策灵活预调微调的空间更大了Ɉ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今年以
来，中美国债长期利差大幅走阔，为国内政策
利率调整提供了充裕空间Ɉ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中国并没有“一降了之”，而是加速“利率
并轨”，进一步疏通金融血脉的传导机制Ɉ

9月 20日，人民银行将发布新一期 LPR，
市场普遍关注新一期的报价会否有所下降Ɉ

交通银行首席宏观研究员唐建伟分析认
为，虽然此前央行并未调整 MLF 的利率，但
日前全面降准释放的约 8000 亿元落地，所投
放的流动性将有效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有利
于银行在 LPR 报价时缩减点差Ɉ

美联储二度降息后，中国货币政策会如何走

负利率扩散凸现投资中国“钱”景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多国央行启动
降息周期，负利率在全球蔓延ʪ经济疲软
导致投资机会稀缺ʪ在此背景下，不断扩
大开放的中国债券市场却得到国际投资
者背书，外资已连续９个月增持中国债
券，全球投资对中国债市的兴趣日益浓厚

美联储年内的第二次降息，影响全
球金融市场，面对汹涌而来的全球降息大
潮，中国央行仍然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
主”的政策定力，并使用一系列宏观调控工
具精准发力ʪ预计，中美国债长期利差大幅走
阔，也将为国内政策利率调整提供充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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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沙特阿拉
伯两处石油设施 14 日遭无人机袭击事件
持续发酵Ɉ沙特 18 日公布袭击事件初步调
查结果，并展示了在袭击现场收集的伊朗
导弹和无人机残骸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同日表示，已派专家组赴沙特调查袭击
事件Ɉ

沙特国防部 18 日在首都利雅得召开
新闻发布会，公布沙特石油设施遇袭事件
初步调查结果Ɉ国防部发言人图尔基说，调
查显示，袭击中使用了 18 架无人机和 7 枚
导弹，其中包括伊朗生产的无人机和导弹Ɉ
这些攻击“毫无疑问”得到伊朗支持，确切
发射地点仍待确定Ɉ

图尔基还说，袭击现场的弹道痕迹证
明袭击是从沙特北部而来，而非胡塞武装
宣称的也门Ɉ他表示，沙特有能力捍卫其基
础设施，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对袭击者采取
“必要和严厉的措施”Ɉ

古特雷斯 18 日在联合国举行记者招
待会时表示，联合国专家组已赶赴沙特调
查袭击事件，调查结果将向安理会报告Ɉ古
特雷斯再次对袭击表示强烈谴责Ɉ他说，此
次袭击造成海湾地区局势“戏剧性升级”Ɉ国
际社会绝对有必要制止此类局势升级，绝对
有必要为避免海湾地区出现严重对抗创造
条件Ɉ他警告说，海湾地区的严重对抗将对
该地区以及全球造成灾难性后果，袭击对全
球石油市场立即造成冲击即是例证Ɉ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g本g萨勒曼 18 日
在沙特红海沿岸城市吉达会见到访的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时说，此次袭击目的是破坏
地区安全，破坏全球能源供应以及全球
经济Ɉ

蓬佩奥在会谈中表示，沙特领土遭到
袭击是直接对沙特发动的“战争行为”Ɉ美
国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并支持沙特政
府邀请国际专家参与调查攻击来源Ɉ他还
说，袭击并非来自也门胡塞武装，也没有证
据表明袭击是从伊拉克发动的Ɉ

美国总统特朗普 18日表示已下令让财
政部长大幅加强对伊朗制裁力度Ɉ他还说，
在如何对待伊朗问题上美国“有很多选项”，
其中既包括“终极选项”也包括相对平和的
选择Ɉ

另据沙特通讯社 18 日援引沙特国防部一位未具名官员
的话报道，沙特已加入美国主导的“护航联盟”，旨在遏制和打
击威胁海上航行和全球贸易的行为Ɉ这一联盟作业范围包括
霍尔木兹海峡ɇ曼德海峡和阿曼湾，成员还包括澳大利亚ɇ巴
林和英国Ɉ此外，阿联酋通讯社 19 日援引阿外交部高级官员
萨利姆g扎比的话说，阿联酋决定加入这一联盟Ɉ

（参与记者：涂一帆ʩ尚绪谦ʩ刘晨ʩ刘品然ʩ苏小坡）

特朗普已换三次国安助理

这任能否给美带来新变化
据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18 日电（记者刘品然ʩ刘晨）美国

总统特朗普 18 日任命国务院分管人质事务的总统特使罗
伯特g奥布莱恩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接替此前“被
炒”的博尔顿Ɉ奥布莱恩将是继弗林ɇ麦克马斯特和博尔顿
之后，特朗普的第四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Ɉ在强硬的
博尔顿被解职后，这位律师出身ɇ有人质谈判经验的新任国
安助理能否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变化受到舆论关注Ɉ

从政履历丰富

奥布莱恩现年 53 岁，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
校，是洛杉矶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出身法律界但
从政履历也很丰富Ɉ

据报道，奥布莱恩早期曾在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委员会
任高级法律官员Ɉ2005 年，他被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任命
为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的一名代表，与当时任美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的博尔顿有过合作Ɉ2008 至 2011 年，他作为总统
任命成员在一个有关文物交易的咨询委员会任职Ɉ此外，
他还曾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负责过美国国务院有关
阿富汗司法改革的公共私营合作事务Ɉ

2012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奥布莱恩曾担任共和党总
统候选人罗姆尼的竞选顾问Ɉ4 年后，他又成为两位共和
党总统竞选人的外交政策顾问Ɉ但他的服务对象最终不是
竞选失利就是提前退出Ɉ

奥布莱恩于 2018 年 5 月起担任美国国务院分管人质
事务的总统特使，负责要求别国释放关押的美国公民Ɉ

虽然从政履历不短，但美国舆论对奥布莱恩是否适合
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有一定质疑Ɉ美国《外交
政策》杂志一篇文章写道，与他的三位前任相比，奥布莱恩
更加低调，但从政经验不足Ɉ美国《政治报》网站也说，奥布
莱恩在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界中知名度非常有限Ɉ

缘何得到重用

博尔顿“被炒”后，特朗普曾对外宣布了 5 名接任者人
选Ɉ奥布莱恩之所以能脱颖而出被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Ɉ

首先，特朗普对他在现职上的表现充分肯定，曾在不同
场合予以赞扬Ɉ奥布莱恩在担任人质事务特使期间促成了
土耳其释放美籍牧师布伦森Ɉ

其次，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有自己的想法，比起政策建
议者来，他更需要的是一位执行政策的助手Ɉ曾于奥巴马
时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洛伦g德扬g舒尔曼说，特朗
普此前的国安助理们具备的经验和政策偏好反而成了他们
的不利因素Ɉ而奥布莱恩则没有这样的“不利因素”Ɉ

再次，奥布莱恩在特朗普政府内人缘不错，性格与博尔
顿截然不同Ɉ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位美方官员的话
说，奥布莱恩与所有人都相处得不错，被认为是特朗普选择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最安全的人选”Ɉ

能否带来变化

奥布莱恩的外交政策主张与共和党主流一致，是前总
统里根“以实力求和平”政策理念的支持者Ɉ他曾在 2016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软弱无能”，
反对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这与特朗普的观点相似Ɉ但他
强调美国盟友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这又与特朗普的“美国
优先”有一定冲突Ɉ

在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奥布莱恩首先要面
对的是一触即发的中东局势以及停滞不前的朝核问题Ɉ舆
论认为，博尔顿在包括这两个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上过于
强硬和好战，与希望取得外交成果的特朗普发生冲突，是其
被解职的主要原因Ɉ外界期待奥布莱恩上台后这些问题的
解决能出现些许转机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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