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国际 2023 年 3 月 3 日 星期五

新华社记者韩墨、陈杉、赵嫣、韩梁

　　 2 月底，中国接连发布两份重磅
文件：《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关
于 政 治 解 决 乌 克 兰 危 机 的 中 国 立
场》。这两份文件，为应对国际安全挑
战探索标本兼治的解决方案，为改善
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智慧，成为国
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安 危 不 贰 其 志 ，险 易 不 革 其
心。”受访国际人士纷纷表示，中国为
促进全球安全作出的郑重宣示和系
统阐释，彰显了中国坚定做世界和平
建设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热点问题
斡旋者的决心与诚意。直面共同挑
战，无惧激流险滩，新时代中国将与
各国一道，守卫和平薪火，促进安危
与共，让平安的钟声响彻大地。

回应和平呼声的中国方案

　　环顾全球，当今世界并不太平。
地缘冲突、集团对抗、恐怖主义、生态
破坏等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交织叠加，恃强凌弱、强权政治等霸
权行径危害加重，和平赤字、发展赤
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在
动荡变革的世界寻求有效的安全之
道，成为各方的重大关切和亟需解决
的时代痛点。
　　“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
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
衷共济。”2022 年 4 月的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面向世
界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
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和平发展

道路。
　　“当一些国家仍在奉行‘弱肉强
食’的丛林法则时，中国提出了共赢
而非零和的思路，倡导加强协商而不
是依靠强权，这是对西方陈旧国际关
系理论的颠覆，也展现出中国思想的
特色。”伊拉克提克里特大学政治地
理学教授穆萨纳·马兹鲁伊说。
　　新加坡时政评论员翁德生说，当
前有的国家执着于单边主义和强权
政治，世界亟需构建符合时代发展需
求的安全理念和治理框架，全球安全
倡议的提出，“是一场及时雨”。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也认
为，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
为全球安全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强有
力的理念框架。
　　从 2014 年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
提出亚洲安全观，到 2016 年二十国
集团杭州峰会期间阐述中国的新安
全观；从 2017 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
部阐述如何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的世界，到 2022 年提出全球安全倡
议，习近平主席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
势，不断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
安全理念，为破解全球安全困境指明
前进方向、明确合作路径。
　　中国倡导的通向普遍安全和持
久和平之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陈
旧范式，是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
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
之路。
　　伊朗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中文
系主任法尔哈德·贾万巴赫特·海拉
巴迪说：“各国应同中国这样真正寻
求世界安全的大国一道，维护人类的

尊严与平等，追求可持续的全球安
全。”
　　“全球安全倡议的基础是兼顾各
国利益，强调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和发
展程度，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
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基思·
贝内特说，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展现
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致力于推动建
设更安全世界的责任感和长远眼光。

破解安全困境的大国担当

　　“只有基于道义和正确理念的安
全 ，才 是 基 础 牢 固、真 正 持 久 的 安
全。”《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这样
写道。
　　从“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
体”理念出发，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
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
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
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
分歧与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
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这六大核心理念
与原则彼此联系、相互呼应，是辩证
统一的有机整体。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符
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倡议和理
念。”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长阿
里·希夫尼说，在国际安全事务中，中
国始终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以扎
实行动和举措将全球安全倡议落到
实处。
　　对于乌克兰危机，中国立场是一
贯的、明确的，其核心就是劝和促谈。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
场》发布以来，多方给予高度评价，也
得到当事双方的积极回应。俄罗斯外
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方高度赞
赏中国为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做贡
献的愿望并赞同中方想法。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说，中国和平计划中的一
些内容可能成为讨论乌克兰局势和
解问题的基础。
　　“中国没有选边站队，而是秉持公
正立场推动劝和促谈，”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通讯社资深编辑马纳菲说，“事实
证明，单边制裁、长臂管辖都是无效
的，只有通过全面对话才有可能结束
冲突。”
　　“中国向来主张不能以牺牲他人
安全为代价来追求自身的安全。”法
国《新团结》报主编克里斯蒂娜·比埃
说，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和立场
文件将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
非常积极的作用”。
　　围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国
始终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参与朝鲜
半岛核、伊朗核、阿富汗、叙利亚等热
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在此过程中，中
国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前提下，根据当
事国意愿和需要，以劝和促谈为主要
方式，以公平务实为主要态度，以标
本兼治为主要思路。这些原则和做
法，历经岁月检验，取得积极成效，得
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
　　中国深度参与反恐、数字治理、
生物安全、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合
作，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
际组织。中国累计派出联合国维和人
员超过 5 万人次，在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中名列第一。疫情暴发以来，中国
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
过 22 亿剂新冠疫苗。中国的援外医
疗 队 累 计 诊 治 患 者 达 到 2 . 9 亿 人
次……在全球性挑战面前，中国坚定
扛起大国责任，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
全稳定注入强劲正能量。
　　“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发展的坚定
支持者、维护者和推动者，为地区稳
定 和 世 界 和 平 做 出 的 贡 献 有 目 共
睹。”印尼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
席班邦·苏尔约诺说。

通向美好未来的人间正道

　　在这个动荡变革的世界，团结与
分裂两股力量还在激烈交锋。习近平
主席说：“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
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
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
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被多次提
及。文件强调，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
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由于其未能得
到有效维护和履行。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说，中国
的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提升联合国
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核心
地位”，倡导以多边主义优化全球安
全治理架构。
　　肯尼亚智库非洲政策研究所高
级分析师刘易斯·恩迪舒指出，只有
通过团结协作，才能实现共同安全，

“为此各国应该加强多边主义，摒弃
单边主义，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协商
代替胁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就
应对各种安全挑战提出的主张具
有很强的可行性，将为世界和平与
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巴西中国
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说。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中国的
安全理念和主张，有着深厚的历史
文化渊源。和平、和睦、和谐，是中
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从
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坚守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提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到提出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中国
方案始终蕴含着“以和为贵”“和合
共生”的文明基因。
　　阿里·希夫尼说，“这种崇尚和
平的思想反映了中国的悠久文明
与历史”，中国智慧将继续为人类
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穆萨纳·马兹鲁伊则认为，全球
安全倡议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
追求，表明中国“不仅考虑自身安
全，更有维护世界和平的真正信念
和守护全球安全的坚定决心”。
　　以对话合作取代零和博弈，以
开放包容取代封闭排他，以交流互
鉴取代唯我独尊。面向未来，中国
用笃行与担当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
道，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让和平的
阳光照亮前行之路，携手开创更加
安宁、更为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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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和平安宁 全球安全倡议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中国日前发布《关于政治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文件，秉持一贯的劝和促谈立
场，其公正性和建设性赢得国
际社会期盼和平的国家和人士
广泛认同。然而，以美国为首
的一些西方国家却极力对中方
立场进行贬低乃至抹黑，称中
方 文 件“不 公 正”“不 合 理”
云云。
　　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
家都希望战火尽快熄灭、和平
尽快降临。冲突直接当事方俄
罗斯和乌克兰都不同程度对中
国立场表示欢迎。联合国秘书
长发言人迪雅里克将这一中方
文件称为“重要贡献”。英国政
治评论员卡洛斯·马丁内斯认
为，中方立场文件是对欧洲和
平事业的有力贡献，文件没有
偏袒任何一方，同时强调了结
束这场危机所需的关键因素。
　　然而，在美方看来，“要么
是我的朋友，要么就是我的敌
人”，只有跟其立场一致的才是
正确立场。在解决乌克兰危机
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劝
和促谈不可取，只有跟他们一
起“拱火浇油”才是“公正合理”
做法。美方的逻辑竟是如此
霸道！
　　美国抹黑中方立场，最根本
的原因是美方不希望看到战火
尽快熄灭。美国《纽约时报》网
站日前发表的一篇题为《有关美
国战争瘾的大实话》的文章指
出，美国坚持对抗和好战思维模
式背后是一种常规假设：战争很
悲惨，但战争是“经济活力和爱
国主义热情的福音”。
　　事实的确如此。从飙升
的军火订单到取代俄罗斯源
源不断输往欧洲的能源，美国
的确借战争大大增强了“经济
活力”。不仅如此，乌克兰的
战火对美国还有更多利好：可
以通过“代理人战争”最大限度削弱
俄罗斯；可以破坏欧俄关系、巩固西
方“反俄阵线”；可以借俄乌冲突控制
欧洲、让欧洲始终在安全方面依赖美
国，让欧洲战略自主化为泡影……这
一切，都利于美国维护其世界霸权。
　　对中方立场进行曲解、抹黑，也
是美西方一贯“妖魔化中国”的伎俩
再现，是打压、遏制中国策略的具体
体现。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西方
政客及其主流媒体就多次毫无根据
地散布“中国责任论”“中国可能向俄
罗斯提供武器”等污蔑不实之词。全
球未来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钱德兰·奈尔说，没有证据可以支撑
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发表的冷酷言

论，这反映了认知的极度
缺失。
　　借乌克兰危机抹黑中
国，也藏着美方“甩锅”的
图谋。面对世界上大部分
国家都希望和平、不满美
方“拱火浇油”的事实，美
方急于撇开责任，转移人
们对危机真相的认知。为
了“甩锅”，美方不仅要大
肆炒作“俄罗斯威胁”，也
要把中国这个并非危机当
事 方 的 国 家 描 绘 成“威
胁”。
　　借乌克兰危机以离间
中俄关系、塑造“中俄威
胁”一直是美方算计之一。
但是这种心思只能更加表
明美方的霸道。新时代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
针对第三方基础上，是两
个独立国家主权范围之内
的事情。中俄双方正常的
经贸交流合作不接受任何
说三道四，美国没有资格、
更没有权力对中俄关系指
手画脚甚至胁迫施压。
　　美方抹黑中方立场，
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习惯了以对抗思维处
理国际争端，迷信以武力
解决问题。从在伊拉克战
略失败到从阿富汗黯然撤
军，美国政客们应当早点
从其处理国际争端的“武
力迷信”和“实力地位”中
醒来。美国《新闻周刊》日
前发表文章认为，美方坚
持大额军援乌克兰以“击
败俄罗斯”，但有充分理由
预期，任何继续鼓吹保持
这一具有不确定性、可能
带来毁灭性后果路线的政
界人士都将面临“更陡峭
的上坡路”。
　　国际社会热切呼唤和
平，反对搞阵营对立，对战
争“拱火浇油”的做法不得
人心。在不久前举行的慕

尼黑安全会议上，美西方一些领导
人试图继续大力鼓吹战争，但一些
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都认为乌克兰危
机耽误了其他紧迫问题的解决。哥
伦比亚副总统弗朗西娅·马尔克斯
说：“我们不想继续讨论谁将是战争
的赢家或输家。我们都是输家。”
　　一面持续“拱火”，一面阻碍劝
和，美方的霸道逻辑足以见证其“唯
恐天下不乱”的一贯行径。然而事
实和历史必将证明，中方秉持负责
任态度促进和平的立场必将引起越
来越多的共鸣，美方违逆人心和大
势的霸权行径必将遇到日益强烈的
反对。  （记者郑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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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顾客将饮料杯退还，
就能换到 1 欧元。”挪威街边饮品店的
这个细节，让陈晓军深受触动：绿色低
碳不仅仅是一种倡议，还是一大商机。
　　不仅欧洲，其他地区一些国家也
在有力推进包装物回收、减碳监测等，
大量中小企业则将绿色低碳列入发展
规划，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时隔 3 年的这次“出海”，促使陈
晓军快速反应。
　　回国后，他立即组建团队，投入新
赛道——— 用再生料制造零件可换可
修、便于重复利用的绿色箱包。
　　今年以来，力高老客户的订单量
平均增长 30% 以上，占牢行业领军地
位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数据显示：去年 12 月，浙江政企
联动、因时而动，单月“出海”20 个团，
获得 180 多亿元的新订单。2022 年，
浙江省进出口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
出口 3.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0%。

  在创新如潮下感受中国高质

量发展的蓬勃动力

　　——— 故事三：“日诞”80 家科创主
体的大走廊
　　浙江的“中关村”“张江”是哪里？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施黄凯心里有
着坚定的答案。
　　施黄凯是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管
委会副主任。这个大走廊，东起浙江大
学玉泉校区，西至浙江农林大学，全长
39 公里、面积约 416 平方公里。
　　这个走廊，来头实在不小。已经集
聚了之江实验室、西湖实验室等 5 个
浙江省实验室，汇聚了 2597 家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80 个国家级科创平
台、52 万专业技术人才。

　　“这里每个工作日都能新增 80 家
科创主体，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施黄凯说。
　　目前，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正依
托创新基础优势，加速培育新经济增
长极。成立 7 年来，大走廊产业增加值
从 1063.3 亿元增长到 3119.8 亿元，年
均增长 20.5%，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贡献率占比超过 75%。
　　数据显示：2022 年，浙江大科学
装置实现零的突破，之江实验室等纳
入国家实验室体系，10 大省实验室和
10 大省技术创新中心完成布局，科创
驱动之力日渐浑厚。
　　——— 故事四：“变道超车”的汽车
　　“以前我们觉得开欧美进口车有
派头，现在我们出口的新能源汽车，主
要市场就是欧洲。”提到汽车“流向”的
变化，陈关刘脸上洋溢着自豪。
　　陈关刘是领克汽车余姚工厂制造副
总监。在国内 25 万元以上中高端汽车
出口中，领克汽车市场占比排名第一。
　　从事汽车行业 17 年，在陈关刘看
来，我国传统燃油车要全面赶超欧美
难度太大，但在新能源汽车这个全新
的赛道上，我们很多方面都做到了和
欧美汽车产业并驾齐驱，甚至在智能
驾驶、动力系统等方面已经有了优势。
　　领克位于宁波余姚市的超级工
厂，所有生产节奏都按照“秒”或“分”
来计算：4 秒钟，6000 吨冲压机上下
一次，冲出两套车身板材；63 秒，4 台
柔性机器人带动高精度摄像头测量全
车 80 个点位；526 台机器人上下翻
飞，5800 多个焊点的点焊自动化率达
到 100%，60 分钟，45 辆领克从焊装
车间下线。
　　“哪怕满负荷生产，工厂的海外订
单都已经排产到今年 4 月以后。”陈关

刘说，“这就是底气和信心。”　
　　数据显示：提前抢抓重大机遇，布
局新兴产业赛道，以新能源汽车产业
为代表，4 个万亿级先进产业群，15
个千亿级特色产业群，一批百亿级“新
星”产业群正在浙江迅速崛起。

  在市场红火里感受中国消费

的美好前景

　　——— 故事五：“复火”的武林路
　　明月当空，杭州武林夜市开始热
闹起来。霓虹灯影，人来人往。
　　钻进音乐美食小吃城，新潮的音
乐与锅碗瓢盆交错、热油滋滋作响的
声音混搭，让人食欲大振。来自吉林的
姚晓林夫妇，一边与进出的顾客打招
呼，一边忙着颠勺、接单。
　　“真是忙不过来，必须雇人了。”姚
晓林说，从春节到现在，武林路的人气
一天比一天高，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宠物用品店店主刘明霞没有想
到，自己开在武林路的新店生意这么
火爆，每晚接近凌晨才能下班。眼看抱
着小猫咪逛夜市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她正在筹划着下一个分店。
　　武林路是老杭城有名的消费一条
街。据统计，今年春节以来，武林路人流
量平均每天接近 8 万，比去年翻了
一番。
　　“肯定差不了！”在武林路开服装
店已有 23 年的邓丽英对未来充满
信心。
　　数据显示：浙江省商务厅联合多
部门近期启动“浙里来消费·2023 消
费提振年”行动，全年争取省市县三
级联动举办促消费活动 1000 场以
上，发动企业 10000 家以上，带动销
售额超 4000 亿元。

  从“当日办结”中感受持续改

善的营商环境

　　——— 故事六：省心的卢六六
　　“事项名称：公司设立登记；法定
办结时限：20 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
限：线上 24 小时内办结、线下当日办
结；到办事现场次数：0 次。”
　　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打开“公司
设立登记”页面，第一次申请开办公司
的卢六六内心打鼓：都说浙江营商环
境好，真的有这么好吗？
　　 54 岁的老卢刚从绍兴嵊州的一
家企业退休不久，闲不住的他打算注
册一家企业，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卖些
小家电“赚赚外汇”。
　　申请书、公司章程、身份证明……
按照流程，老卢一项项填写，就在填写
完表格，点击提交的同时，“数据跑”代
替了“人工跑”，一条条数据在税务、社
保、医保、公积金等系统中飞速流转。
　　光纤里的数据跑得飞快。上午提交
的申请，下午一觉醒来就收到了办结的
短信通知。第二天一早，营业执照就伴随
快递员按响门铃到了家门口，从头到尾，
一分钱没花、一趟政务服务大厅也没跑。
　　从“各个部门跑”，到“最多跑一次”，
再到“一次都不跑”，实施营商环境“一号
改革工程”被写进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
也被写进地方法规，成为稳定的政策。
　　数据显示：浙江省市场主体已经
超过 940 万，按照常住人口比例计算，
浙江每 7 个人中就有一个老板。
　　经济故事，人间暖流。
　　无论是浙江，还是其他地方，一
个个动人的故事汇聚成中国经济滚
滚向前的春潮，澎湃着稳中向好的力
量。     新华社杭州电

  中国从
1975 年 9 月开
始向摩洛哥派出
医疗队，由上海
承担援助工作。
截至 2022 年底，
上海共派出援摩
医疗队 195 批，
医 疗 队 员 近
2000 人。据不
完 全 统 计 ，从
1975 年至 2022
年，援摩医疗队
共诊治摩洛哥门
急诊患者 578 万
人次，收治住院
病人 80 万人次，
完成手术近 53
万例。
  1 月 19 日，
在摩洛哥舍夫沙

万，中国援摩医疗队的耳鼻喉科医生
高艺玲为当地群众义诊。
 新华社发（中国援摩医疗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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