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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瓜伊多宣布自任“临
时总统”，美国加大插手力度，委紧张局势加剧。9
月，秘鲁总统比斯卡拉解散国会，府院之争白热
化。10 月，厄瓜多尔、智利发生暴力示威，厄政府机
关被迫撤离首都，智利放弃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10 月底，玻利维亚出现动荡，深
陷选举风波的总统莫拉莱斯辞职。11 月，哥伦比亚
爆发全国总罢工。此起彼伏的政治社会动荡反映
拉美多国呈现政治斗争激化趋势，治理难题凸显。

拉美多国动荡

凸显治理难题

4 月 10 日，由全球科研人员合作开展的“事件
视界望远镜”项目发布首张黑洞图片——一个中心
为黑色、看上去像甜甜圈的明亮环状结构，黑色部
分为黑洞“阴影”，明亮部分是黑洞周围吸积盘。人类
终于“看到”曾被认为不可见的黑洞。包括中国在内，
全球多国 200 多名科研人员参与这一项目。图片给
出黑洞存在的最直接证据，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
对论，有助于探索星系演化等许多前沿课题。

国际合作助力

人类首“见”黑洞

在美国“极限施压”下，伊朗自 5 月起分四阶

段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其间，海湾水域相

继发生多艘油轮遭袭或被扣、美无人机被击落等

事件，美国一度威胁对伊动武。10 月 7 日，美军开

始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出。10 月 9 日，土耳其发起
“和平之泉”军事行动，跨境打击叙北部库尔德人

武装。大国博弈下，伊叙两大热点问题交织，地区

主要力量此消彼长，中东局势更趋复杂，前景不乐

观、走向不可控，地区动荡还将持续并可能恶化。

伊叙两大热点

加剧中东变局

6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连 4 次出访，创造
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纪录。一年间，习近平先后
7 次出访，主持 4 次主场外交，深耕周边外交，
运筹大国关系，团结发展中国家，推动完善全球
治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元首外交维护世
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捍卫多边主义，实现了
中国国际影响的再提升、外交总体布局的再完
善、战略运筹空间的再拓展，“一带一路”朋友圈
不断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大国
风范和担当得到世界广泛认同。

中国元首外交

应变局启新篇

7 月 7 日，非盟特别峰会宣布正式启动非
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以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各要
素在非洲的自由流动，最终形成覆盖 12 亿人
口、国内生产总值合计 2 . 5 万亿美元的统一大
市场。非盟 55 个成员中的 54 个签署自贸区协
议。这是非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有助于
非洲解决市场碎片化的结构性问题，释放经济
发展潜力，充分体现非洲国家联合自强的意愿
和决心，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非洲启动

自贸区建设谋发展

12 月 13 日，中方宣布，经过中美两国经贸
团队的共同努力，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的
基础上，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
致。一年来，中美经贸磋商经历曲折。6 月，中美两
国元首在大阪会晤，一致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
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此后双方经贸团队落实两
国元首共识持续磋商，妥善解决彼此核心关切。
中美达成这样的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和世界，将
在经贸、投资、金融市场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12 月 18 日，由民主党人掌控的美国国会众议
院表决通过两项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正式
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
上第三位、二十多年来首位遭众院弹劾的总统。特
朗普拒绝指控，指责民主党人滥用权力。弹劾案围
绕特朗普“电话门”展开，成为继“通俄门”之后民主、
共和两党角力新战场，显示美国党争激化和政治极
化进入新阶段，将对明年美国大选产生重要影响。

10 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说，受一些国家贸易壁垒上

升、贸易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

全球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同

步放缓。IMF 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3% ，这意味着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 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但 IMF 总裁格奥尔

基耶娃表示，中国经济增速仍位于目标区间内，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

11 月 4 日，在曼谷举行的第三次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宣布，15 个
成员国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
谈判。这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
元、发展潜力最大的东亚自贸区建设取得重大突
破。RCEP 由东盟 10 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参加。印度暂未加入协
定。尽管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逆流而动，这一突破
凸显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仍是世界主流。

全球经济增速

面临十年新低

RCEP 突破

力推多边主义潮流

中美达成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总统弹劾案

激化美两党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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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一拖再拖

尽显体制之困

10 月 28 日，欧盟同意将英国“脱欧”日期
推迟至明年 1 月 31 日。这是“脱欧”期限第三次
后延。此前，“脱欧”协议屡遭英国议会否决，首
相特雷莎·梅辞职。继任者约翰逊为打破“脱欧”

僵局，推动英国 12 月 12 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约翰逊带领保守党在选举中赢得下院绝对多
数，“脱欧”前景趋于明朗。“脱欧”一拖再拖尽显
英国社会严重撕裂、政治决策程序复杂低效，西
式民主陷入体制困境和治理危机。

7
新
媒
接
入

图 1 ：拉美多国动荡凸显治理难题。这是
11 月 8 日，示威人群聚集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市中心。公交系统票价上涨在智利引发了持续
社会动荡。 新华社发（豪尔赫·比列加斯摄）

图 2：国际合作助力人类首“见”黑洞。这是
4 月 10 日发布的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

新华社发（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组供图）
图 3：伊叙两大热点加剧中东变局。这是 7 月

21 日，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船只在被扣押的英国油轮“史丹纳帝国”

号周围游弋。 新华社/伊朗学生通讯社
图4：非洲启动自贸区建设谋发展。这是 7 月 7

日，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右）
宣布正式启动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 新华社发

图5：全球经济增速面临十年新低。这是 10
月 15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左一）就最新

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图6：“脱欧”一拖再拖尽显体制之困。这是
10 月 17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工
作人员整理英国和欧盟的旗帜，为欧盟委员会
主席容克与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关键性会面做准
备。 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

图 7：RCEP突破力推多边主义潮流。这是 11月
4日，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
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 新华社记者朱炜摄

图8：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是 2
月 27 日，中国货轮停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
滩港。 新华社记者李颖摄

图9：总统弹劾案激化美两党之争。这是 12
月 18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国会众议院
就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进行投票。

新华社发（奇普·索莫德维利亚摄）

上图：中国元首外交应变局启新篇。11 月 5 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
中心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的主旨演讲。这是开幕
式前，习近平同外方领导人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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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ア ▲扫描图中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视频《2019 国际十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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