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新华社联合国12月12日电 联合国候
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12日在第71
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宣誓就职， 他将
从明年1月1日起行使联合国秘书长职权。

在本届联大主席汤姆森主持下， 古特
雷斯手按 《联合国宪章》 宣誓说， 将以忠
诚、 谨慎和良知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履行
联合国秘书长职责， 效忠联合国利益。

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 联合国是多
边主义的基石， 必须在预防危机方面加
大力量。 他表示， 今后的工作将主要围
绕通过预防和斡旋实现和平、 推动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及联合国内部改革等。

古特雷斯宣誓就职前， 联大全体会
员国代表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过决议，
向即将卸任的秘书长潘基文致敬， 感谢
他十年来为联合国所作的不懈努力和贡
献。 潘基文随后发表讲话， 回顾他任职
期间联合国面临的挑战， 感谢各国给予
他和联合国的支持。

古特雷斯今年67岁， 1995年至2002
年任葡萄牙总理。 2005年6月至2015年
12月， 古特雷斯执掌联合国难民署。 在
经过联大组织的“公开面试”、 联合国安
理会多轮意向性投票后， 古特雷斯今年
10月13日被联大正式任命为联合国第9任
秘书长， 任期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21
年12月31日。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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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巴黎12月13日电 法国华文
报纸《欧洲时报》13日发表评论文章说，在
西方，一股将中国视为全球开放市场滥用
者的力量正不断涌动。日本、美国先后通
过决定，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欧盟
则因美国的施压和部分成员国的抵制而
在这一问题上踯躅不前。评论说，拒承认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酿“多输”局面。

2016年12月11日， 是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WTO）15周年。 文章说，15年
前，当中国历经多年艰难谈判而拿到世贸
组织“入场券”时，几乎没人能够预测到这
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但是15年后的今天，
中国交出自己的答卷：15年来， 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成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
大吸引外资国、 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超过25%；
15年来，中国已成为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
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给全球
贸易体系带来了巨变，成为拉动世界经济
增长的引擎；15年来， 作为一个东方的古
老国度，中国一直在推动着全球贸易自由
化，并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15年来，
中国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认真履行承
诺义务……这15年，是中国深度融入世界
的15年，也是全球各经济体合作共赢的15
年。

然而，美日却忽视了这深刻改变世界
的15年，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严重

损害中国经济利益， 更是变相的贸易保护
主义，将在全球范围酿成“多输”的局面。

评论说，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缓
慢，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在此情形
下，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逆全
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升温，贸易保护
主义重新抬头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市
场经济地位问题便成为一些国家对中
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和遮羞布。

文章认为，美国、日本等国之所以坚
持不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担
心中国一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要向中国
征收惩罚性反倾销税的难度会加大。

今年以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
萄牙等曾对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予以

反对，但不少欧盟专家指出，中国在国内
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下，仍在推动实现市
场经济地位。对中国来说，欧盟是最重要
的贸易伙伴。中国是不少欧洲产品的销售
市场，也是很多欧洲企业的经营基地。

目前，全球已有80多个经济体承认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其中包括瑞士、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

文章说，当今，全球经济正经历风险
与挑战，贸易全球化也遭遇波折，未来经
济的不确定性正不断增加。越是在困难的
时候，世贸组织成员越应当团结起来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发挥合作共赢的
伙伴精神，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
衡、包容增长，避免“多输”的局面。

� � � � 针对美国、欧盟不如期履行入世议
定书第15条义务，中国12日正式启动世
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美欧等国做法有违契约精神 ，是对
国际贸易规则的公然破坏。

根据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
第15条，对华反倾销中采用“替代国”价
格的做法 ，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
后，即2016年12月11日必须终止。然而，
美欧却拒绝履行其既有义务。

如期终止对华反倾销 “替代国”做
法是世贸组织的法律规定，是具有刚性
约束的国际条约义务，所有成员必须严
格遵守。一旦遇有违约情况，选择提起
世贸诉讼，是遵守规则的表现，也是世贸组

织成员解决贸易纠纷的通常做法。 中国就
美欧做法启动世贸诉讼， 既是为了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也是为捍卫国际贸易规则的
严肃性。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对世界贸易的贡
献首屈一指。美欧等国不履行义务，既是
对多边贸易规则的公开挑衅，也是对其历
来标榜的契约精神的公然违背，这种做法
无异于打自己的脸。

当前，美欧应抛弃冷战思维，与其他
世贸组织成员一道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
有效性，发挥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促进
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欧洲时报：

拒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将酿“多输”局面

� � � �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13日说， 中方对少数
WTO成员在履行 《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议定书》 第15条义务问题上含
糊其辞、 企图逃避责任的做法表示
不满， 将坚决捍卫自身的合法权
益。

当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
记者问， 今年是中国“入世” 15周
年， 但最近个别西方国家称中国不
是市场经济国家， 中方就此已提出
诉讼。 你对此有何看法？

耿爽说， 所谓“市场经济国
家” 与WTO成员履行 《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议定书》 第15条的国际义
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些人试图

把两者加以混淆， 企图藉此来逃避
自己的责任。

他表示， 根据 《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议定书》 第15条， 到今年12月
11日为止， WTO成员在对华开展
反倾销调查时要全面停止使用“替
代国” 的做法。 WTO成员要履行
自己在此方面承担的国际义务。

耿爽说， 中方对已经承诺弃用
“替代国” 做法、 如期履行议定书
第15条义务的WTO成员表示赞赏。
同时也对少数在履行第15条义务问
题上含糊其辞、 企图逃避责任的做
法表示不满。 中方已经在世贸组织
框架下提起诉讼， 会坚决捍卫自身
的合法权益。

外交部：

少数WTO成员企图逃避责任 美欧不如期履约
是对契约精神的公然违反

新华时评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12月13日，2017赛季亚冠联赛
小组赛抽签结果出炉，2016赛季未
能小组出线的广州恒大获得上上
签，与水原三星、日本第三顺位球
队以及香港东方同组。谈及2017赛
季亚冠联赛目标，恒大副总裁刘永
灼表示：“就是冠军。”

2017赛季亚冠联赛，中超联赛
依然是“2＋2”的晋级名额。因此，
联赛、足协杯双料冠军广州恒大和
亚军江苏苏宁直接晋级正赛，第
三、四名的上海上港和上海申花要
从资格赛踢起。

经过抽签，江苏苏宁和上海上
港将要遭遇的对手实力强劲，同组
分别有卫冕冠军全北现代、 首尔
FC以及西悉尼流浪者等劲旅。广
州恒大和上海申花的运气比较好，
对手相对弱一些。 尤其是恒大，他

们的同组对手分别是水原三星、日
本第三顺位和香港东方。

水原三星在2016赛季只位列
K联赛第7，最后凭借足协杯冠军拿
到亚冠门票。与全北现代、首尔FC
相比， 水原三星的竞争力略显不
足，日本第三顺位以及香港东方也
无法给恒大制造更多麻烦。在小组
赛，恒大最大的对手还是自己。

对于抽签结果，刘永灼说：“能
参加亚冠的都是非常出色的俱乐
部，我们尊重每一个对手。我们的
目标就是夺取冠军。”2016赛季亚
冠联赛， 恒大连小组都没有出线，
创造了参加亚冠以来的最差战绩。
经过休整，2017年恒大势必会格外
审慎，全力备战。

根据赛程， 上港与申花的资
格赛将在2017年2月7日打响。 恒
大和苏宁的小组赛首轮将在2月21
日开踢。

C罗4度加冕金球奖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王亮）

北京时间12月13日凌晨， 2016年金球奖
颁奖仪式举行， 效力皇马的C罗击败梅西
和格列兹曼， 第4次荣膺金球奖。 这也是
C罗和梅西连续第9年包揽金球奖。

因跟随皇马征战世俱杯， C罗没能现
场领奖 ， 他在事先录制的视频中说 ：

“如果皇马和葡萄牙队表现不佳， 我无法
赢得这个奖项。 我的感受和首次获奖时
一样， 梦想再次成真。 我从未想过第4次
得到金球奖， 我太高兴了。”

2016年C罗收获两大集体荣誉。 欧
冠决赛， C罗在点球大战中射进制胜点
球， 帮助皇马第11次夺冠， 他也以16粒
进球获得最佳射手。 今年的欧洲杯， C罗
带领葡萄牙队首度捧杯， 个人贡献3粒进
球和3次助攻。

有趣的是， 今年也是金球奖连续第9
年在C罗和梅西之间决出。 目前两人获得
金球奖的个数分别是C罗4个， 梅西5个。
今年排名第3的格列兹曼说：“C罗和梅西
两人简直就是怪物， 他们是传奇般的存
在，能够排在他们身后我感到非常自豪。”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3日
说，无论谁出任美国国务卿，中方都愿意与其共同努力，推
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取得更大的进步。

当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当选总统特
朗普提名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勒森为美国国务
卿。蒂勒森与中国的交往经验比较少，如果他出任美国国务
卿，中方是否会感到担忧？

耿爽说：“无论谁出任美国国务卿，我们都愿意与其共同努
力，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取得更大的进步。”

外交部就特朗普提名国务卿人选答问

无论谁出任，
中方都愿与其共同努力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黄华波13日介绍， 我国将于
2016年底基本实现医保全国联网， 同时启动跨省异地安置
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

黄华波是在人社部就中国政府获“社会保障杰出成就
奖”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作此表述的。他说，国家异地就医
结算系统目前已经通过了初步验收。

黄华波介绍，2017年将开始逐步解决跨省异地安置退
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年底扩大到符合转诊规定
人员的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人社部：
2016年基本实现
医保全国联网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中国8100万科技工作者有
自己的节日了！

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5月30日设
立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明确由中国科协、科技部商有关
部门组织实施具体工作。

为什么选择将5月30日设立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2016年5月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 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重要讲话， 发出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的号召。“科技
三会”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树立了我国科技发展史上一
座新的里程碑。以此为标志设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旨在
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使命责任， 切实担负起支撑发展
的第一资源作用，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瞄准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创新报国，引领发展。

明年起5月30日
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国务院：

� � � �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伍应丰）2016中国教育家年会
暨中国好教育盛典12日在北京举行。本届盛典主题为“践行
‘三传四引’ 问道教育改革”。

今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八一学校看望慰问师
生，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教师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
真理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理应受到
尊敬，要在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广大教师要做学
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
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活动发布《2016中国教育十大年度数字》，同时揭晓了
“2016中国好教育烛光奖”、“2016中国好校长”、“2016中国
好教师”等奖项。语文教育艺术研究会会长、中学语文界著
名的特级教师钱梦龙，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英语教育家、
诗人、翻译家蒋隆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
一级演员马玉楼获得烛光奖。

本次活动由中国网主办，中国网教育频道协办，韶山常
佰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韶山常佰通执行董事曾
志平表示， 习总书记关于“三传四引” 的讲话， 让全国广
大教师深受鼓舞。 积极践行习总书记“三传四引” 的讲话
精神， 中国教育会越办越好， 未来更加灿烂。

2016中国好教育盛典举行

� � � �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2日电 美国白宫12日重申， 美国
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
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他强调，此前不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
和党人入主白宫，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也因此而得益。

白宫重申美国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

古特雷斯宣誓就任
联合国第9任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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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国远洋综合考察船“科学”号正在西太平洋执行潜标观测网维护与升级任务。截至目前，科考队员获取了140余件观测设
备连续1年的现场数据，维护了8套深海潜标，并重新布放至西太平洋海域。图为科考队员在回收潜标（11月15日摄）。 新华社发

“科学”号执行潜标观测网维护升级任务

2017赛季亚冠抽签揭晓

恒大签位极佳剑指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