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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 开放包容

目前中国已经同138个国家和30个国
际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共同开展了超过2000个合作项目；中国
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总额超过了7.8万
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了1100
亿美元。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日内瓦万国宫内、
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全会厅里、纽
约联合国总部讲台上……习近平主席在多
个场合介绍“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刻内涵和
广阔外延。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
多边经贸合作提供强劲动力，两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结出累累硕果，两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释放互利合作积极信
号，敞开大门的中国笑迎各方来宾……

从蒙内铁路到雅万高铁，从中巴经济走
廊到中蒙俄经济走廊，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到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从中俄原油管道
及其复线投入使用到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走
出北极圈……“一带一路”版图不断扩大，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基本格局已经成型，昔
日驼铃声声的丝路古道上，贸易畅通加速，
资金往来便利，产能合作不断升级。

蓬勃生机 合作共赢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始终
保持蓬勃生机，行稳致远，动力来自哪里？

——动力来自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各
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倡
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
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中
国经济与政治学系主任安里·沙拉波夫说，

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与中亚
地区国家进一步形成并扩展利益交融、合作
共赢的新格局。

——动力来自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各
国对合作应对挑战的迫切需求。

今年年初以来，在多个区域因新冠疫情
大范围断航的情况下，中欧班列交出亮眼成
绩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物流“生命线”、
更成为“健康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与中欧
班列一同逆势而上的，还有“一带一路”沿线
的建设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健康丝
绸之路”有利于加强伙伴关系以遏制新冠疫
情、改善基础设施并帮助人们获得急需的卫
生服务，以及巩固因疫情而承压的卫生系统。

——动力来自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各

国对绿色创新发展的不懈追求。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建设者秉持

的绿色生态理念受到当地合作伙伴的认同
和支持，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更成为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路径。

从“绿色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到
“数字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健康丝绸
之路”……7年间，“一带一路”倡议经历了量
的增长、质的升级。

面向未来 命运与共

作为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一
带一路”着眼于人类长远未来，希望通过共
同发展补齐短板、改善失衡，提高全球治理
成效，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在利

益共生、责任共担、发展共赢中追求世界和
平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

美国《福布斯》杂志刊文说，共建“一带
一路”将不同国家长期联系在一起。这种极
难割断的关系，就是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所
在。当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人类经历艰难时
刻，人们听到中国的郑重承诺：“我们愿同合
作伙伴一道，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
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
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
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一
带一路”顺应时代潮流，凝聚国际共识，将继
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澎湃动力。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同筑共赢之路 共迎美好明天
——共建“一带一路”全景扫描

开启“良机”

谈判开幕式在多哈一家豪华酒店举行，
现场大屏幕上打出“阿富汗和平谈判”字样。

双方代表团正式成员都为21人。阿富
汗政府代表团由前情报局长穆罕默德·马苏
姆·斯塔尼克扎伊率领。但路透社报道，政
府代表团2名成员因故未能成行。

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政府
前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和阿富
汗塔利班分管政治事务的领导人阿卜
杜勒·加尼·巴拉达尔出席开幕式。

阿富汗塔利班原先一直拒绝
与阿富汗政府直接对话，称阿政
府是美国“傀儡”。塔利班与美
国政府今年2月在多哈达成协
议，内容包括美国从阿富汗分阶
段撤军、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相
互释放在押人员并启动对话。
然而，释囚不顺利，原定3月开始
的对话推迟至今。

阿卜杜拉在开幕式上说，双方必
须抓住“千载难逢的良机”，在阿富汗实
现和平，“规划所有阿富汗人接受和支持的
新未来”。

谈判开始当天，塔利班宣布释放22名
政府军士兵，以“释放善意”，为谈判创造“信
任气氛”，同时呼吁政府方面“充分利用这一
机会”并采取相同措施。

需要“耐心”

媒体报道，预计双方将谈判停火、修改
宪法、权力分配等内容。塔利班今后的政治
地位、如何保障妇女权益等事项将是谈判难
点。“我们不必就每一件事达成完全一致，”
阿卜杜拉在开幕式上说，“我们可以提出不
同的选项和过渡解决方案，为在核心问题上
达成协议铺路。”巴拉达尔说，和平谈判的过

程“可能会有一些困难”，谈判需要在“耐心
和包容中推进”。

阿卜杜拉呼吁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巴拉达尔在讲话中没有提及停火。他说，

“希望阿富汗变成自由、独立、团结和发达的
国家”，在宗教制度下，所有部落和种族“如
兄弟般生活在一起，没有歧视”。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
勒梅·哈利勒扎德12日说，双方不大可能迅
速达成永久停火协议，但希望双方能逐步减
少冲突。

美联社援引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专家
迈克尔·库格尔曼的话报道，短时间内达成
协议“不现实”，“这种谈判（的持续时间）通

常以年而不是星期来衡量”。

美国“放手”？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也出席开幕
式。他称，阿富汗未来的政治制度“由你们
自行选择”，“美国不把它的制度强加于他
人”。但是，蓬佩奥同时把谈判结果与美国
援助挂钩。他说：“你们做决定时，应该记
住，你们的决定和行动将影响未来美国援助
的规模和范围。”

哈利勒扎德前一天发表类似言论，称谈
判是“阿人所有、阿人主导”，但美国将依据
谈判达成的协议及落实情况“确定对阿富汗
的政策或者与阿富汗的关系”。哈利勒扎德
呼吁双方就阿富汗的政治路线图达成协议，
希望“尽早”看到协议达成。

“华盛顿的目的非常简单，希望阿富汗
内部对话尽快开始，”威尔逊中心专家库格
尔曼说，“这样就能给白宫即将从阿富汗撤
军的计划提供政治理由。”

库格尔曼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可能希望在（今年）总统选举前达成和平协
议，这样他就能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家飓
风研究中心12日说，热带风
暴“萨莉”目前中心位于该国
南部佛罗里达州以西海面，14
日晚些时候或发展为一级飓
风，届时墨西哥湾北部美国沿
海地区将遭遇强风暴雨和洪
水侵害。

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
心观测，热带风暴“萨莉”12日
下午给佛州南部带来强风暴
雨，最大持续风速达65公里
每小时，阵风时速更高。当天
晚间，“萨莉”中心位于佛州南
部城市那不勒斯以西70公里
左右、密西西比河口东南偏东
约735公里，目前以每小时13
公里的速度朝西北偏西方向
缓慢进入墨西哥湾。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
说，墨西哥湾北部沿海地带14
日起或迎来危险的风暴潮，15
日早些时候将进入飓风天
气。路易斯安那、亚拉巴马至

佛州沿线目前已被纳入飓风
观察区。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约翰·
贝尔·爱德华兹12日晚些时
候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呼吁居
民严阵以待。路州新奥尔良
地区政府发布强制疏散令，要
求民众离开堤坝保护区，疏散
令将于当地时间13日晚6点
生效。

气象部门预计，“萨莉”强
度不会超过上个月的飓风“劳
拉”，但是会给佛罗里达至路
易斯安那沿线地区带来洪水，
海面浪高可达4.2米。

与此同时，气象部门正密
切观察大西洋上空形成的另一
热带风暴“波莱特”，它位于百
慕大东南方向约670公里，最
高持续风速110公里每小时。
研究人员认为，“波莱特”于13
日晚间和14日接近百慕大时
或升级为“危险的飓风”，14日
可能带来150毫米的降雨。

热带风暴“萨莉”来袭
美国南部严阵以待

据新华社电 美国太平洋
沿岸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
盛顿三州8月初以来山火持续
蔓延，截至本月12日晚已造成
至少31人死亡。加州受灾最
严重，死亡人数累计达到22
人，超过4000栋建筑物被烧
毁。加州消防局说，该州仍有
28处大规模山火，截至12日下
午1.6万名消防员在一线奋战。

俄勒冈州本周至少 6人
死于山火。俄州州长凯特·布
朗说，仍有数十人下落不明。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西海
岸山火过火面积大约2万平
方公里，涉及6个小镇。

加州小镇帕拉代斯2018

年山火季差点被全部烧毁，本
周受到两侧山火“夹击”。依
据空气质量监测网站“紫气”
数据，帕拉代斯空气质量指数
一度达到592，为全球最差。

连续4天高温大风天气
后，从太平洋吹来相对凉爽湿
润的风，消防部门正利用这一
有利条件灭火。与此同时，搜
救人员携搜救犬沿着过火后的
焦黑废墟作业，寻找幸存者。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定于14日视察加州，在当地
就山火发表讲话。特朗普先
前批评这三州州长，认为他们
管理森林不善，对山火季蒙受
的严重损失负有一定责任。

美国西海岸山火持续蔓延
致死人数升至31人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
疫情重创人类社会的当下，“一带一
路”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盘活地区
经济循环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渠道，
注入重要动力。经过多年建设，“一
带一路”正从设想一步步变为现实，
给世界提供了新的国际合作范式，
也给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人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当前，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
中国方案的重要意义更为凸显，中
国理念的世界回响更加清晰。

6月23日，满载防疫物资的中欧班列抵达法国巴黎东南郊的瓦朗通，此次班列是中法首趟抗疫物资专列。今年年初以来，在多个区域因新冠
疫情大范围断航的情况下，中欧班列交出亮眼成绩单。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247列、发送货物11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62%、66%，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稳定全球供应链等方面持续发挥作用。中欧班列成为后疫情时代中欧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缩影。新华社

分析人士指出，阿政府和塔利班开
启面对面谈判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进展，
但双方立场存在巨大差异，谈判恐难一
帆风顺。

阿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
拉在谈判启动仪式上表示，双方必须抓
住千载难逢的良机，在阿富汗实现和平，

“规划所有阿富汗人接受和支持的新未
来”。阿代理外长阿特马尔说，停火问题
将是和谈的第一个议题，希望谈判开启
后，阿富汗国内暴力活动能够显著减少。

《阿富汗时报》12日发表社论指出，
军事手段已被证明无法解决阿富汗的许
多关键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只有
通过谈判。无论过程有多么曲折，谈判
都是阿富汗前进的唯一选择。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政府和塔利
班之间开启首次面对面谈判，为通过政
治途径结束该国持续近20年的冲突带来
希望。但此次和谈是在美国全力施压下
才艰难启动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
间在诸多核心问题上的分歧依旧严重，
因此谈判将面临不少困难，阿富汗和平
前景仍不容乐观。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
时曾承诺，如果他当选，将从阿富汗撤
军。随着今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临近，
特朗普急于展示在阿富汗问题上取得的
外交成果。因此，最近几个月来，美国持
续对阿富汗各方施压，力促阿内部对话
尽早启动，以便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兑
现特朗普竞选承诺创造条件。

然而，在永久停火、政体选择、宪法
改革、权力分配、塔利班武装人员未来去
向以及女性和少数族裔权利保障等诸多
问题上，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分歧
巨大，双方在谈判中都不会轻易让步。

据新华社喀布尔9月12日电

和谈已启动
和平仍遥远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开始谈判
为结束阿富汗旷日持久的战乱与动荡带来希望

阿富汗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
1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始历史性面对
面谈判，为结束阿富汗旷日持久的战乱
与动荡带来希望。

然而，分析人士认为，谈判不会一帆
风顺，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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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参加和谈。新华社

联合国大会11日通过
决议，敦促会员国通过加强
国际合作与团结互助应对
新冠疫情。决议说，开展国
际合作，践行多边主义，团
结互助，是全世界有效应对
新冠疫情等全球危机的唯
一途径。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1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24
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0561例，累计确诊373911
例，累计死亡30910例。法
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创
历史新高。数据显示，法国
过去7天有2432名新冠患
者入院接受治疗，其中417
名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接受
治疗。

法国总理卡斯泰11日
说，法国连续多周新冠病毒
检测阳性率上升，住院人数
显著增加。为应对近期出
现的新冠疫情严重反弹情
况，政府将采取措施确保相
关防疫规定得到严格执行，
避免重启“封城”措施。

英国卫生部11日发布
调查报告说，英格兰新冠病

毒感染水平近期呈现上升
趋势，本地民众有必要提高
警觉。

近期俄罗斯单日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数呈小幅增加
之势。俄专家认为这是夏季
休假后返岗工作和学校开学
后人员交流增多所致，并呼
吁民众遵守防疫规定。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12
日起正式升格为韩国疾病
管理厅，独立履行传染病分
析监测、危机应对和全面管
理等职能，但仍隶属于保健
福祉部。

古巴哈瓦那省政府11
日宣布，由于哈瓦那新冠疫
情反弹未得到有效控制，原
定9月1日至15日实施的
宵禁和其他疫情防控措施
将延长至9月30日。

巴拿马卫生部11日发
布的新冠疫情报告显示，过
去 24 小时新增确诊病例
615 例，累计确诊破 10 万
例，达100330例；新增死亡
病例13例，累计死亡2140
例。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联大通过涉疫情决议
法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万例

这是9月13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拍摄的戴口罩
的学生。叙利亚新学年于13日开始。学校在采取疫情防
控措施的前提下迎接学生返校。 新华社

9月10日，在美国俄勒冈州菲尼克斯，一名女子在被烧毁的
房屋废墟旁给家人打电话。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