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成立于1967年8月8日的东盟， 已经走
过50年风雨。在50年发展历程中，东盟共同
体的建立成为最引人瞩目的里程碑事件。
展望未来，东盟将继续推进一体化建设，其
中经济一体化建设有望取得新突破。

维护区域稳定

过去50年，东南亚地区总体形势稳定，
东盟对此功不可没。未来，日益成熟的东盟
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 促进地区安
全合作。

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艾
琳·巴维耶拉认为，东盟可以在维护地区稳
定与和平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在全球局势
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 东盟应发挥地
区局势“稳定器”的作用。为应对世界局势
新挑战，东盟议程应超越共同体建设，进行

“世界秩序建设”。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张洁说， 未来东盟要继续提升自身建
设水平，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和安全合作。

提升经济一体化

以政治安全、 经济和社会文化为三大
支柱的东盟共同体2015年12月31日正式成
立，标志着东盟一体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时任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
表示， 东盟共同体的成立不意味着东盟共
同体建设的结束，而只是开始。

在东盟共同体三大支柱建设方面，经
济一体化有望继续起龙头作用并取得更多
突破， 包括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
及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张学刚认为， 美国
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东
盟和中国共同推动达成RCEP的可能性增
加， 因为推进自由贸易仍是各国的最大共
识和需求。

东盟主导的RCEP若达成，将形成一个
人口约30亿、GDP总和约21万亿美元、占世
界贸易总量约30%的贸易集团，并可能促成
更大范围亚太自贸区的实现。

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王春新认
为，东盟未来将有几大发展重点：共同市场
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和贸易合作、金
融市场合作。在金融市场合作方面，东盟银
行一体化建设将取得进展。

面临挑战

东盟各国在文化、 经济发展等方面存
在差异，共同体建设不会一蹴而就。

马来西亚前驻华大使马吉德认为，推
进一体化和互联互通是东盟未来两大任
务，推进一体化将是“一个缓慢过程”。一些
东盟国家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因此一体

化过程将是逐步的、缓慢的。
张学刚认为，东盟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包括：东盟内部发展差距较大，各国政治体
制、宗教文化差异较大，近年“街头政治”和
恐怖主义带来不少挑战， 一些域外大国挑
动东盟与周边国家关系不睦、 欲分化和弱
化东盟，跨国犯罪、网络金融犯罪等非传统
安全挑战日益凸显。

（据新华社马尼拉8月8日电）

� � � � 8月8日，在菲律宾马尼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左七）同出席庆祝仪式的代表合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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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日，中国与东盟外长会顺利通过《南
海行为准则》框架。“准则”框架的通过，凸
显了中国与东盟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促进地区繁荣发
展的良好愿望和坚定决心。

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繁
荣之海，符合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利益需求。
然而，近年来，少数域外国家心怀私欲，不

愿看到中国的强大， 不愿看到南海的风平
浪静，在本没有资格的情况下，对南海事务
横加干涉指手画脚。 时不时在南海制造事
端任性搅局， 时不时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
的关系，南海局势一波三折。

此次“准则”框架的通过，是继《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之后迈出的重要一步，为南海
和平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但是，某
些域外国家的搅局不会因此停止， 南海也

不会从此风平浪静， 南海问题的解决仍需
各方携手同行。

就在“准则”框架通过不久，美日澳三国
外长7日发表一项联合声明，该声明老调重弹，
要求南海声索国“避免从事填海、建设前哨基
地、将争议海上地物予以军事化”等等，意图给
南海稳定制造“波浪”。

日本政府8日批准2017年版《防卫白皮
书》，再次借助海洋安全问题鼓吹“中国威

胁论”， 既为安倍政府的防卫政策背书，也
欲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这些搅局
之声虽难成气候，但仍需我们高度警觉。

“准则”框架的通过来之不易，各方应
倍加珍惜。坚定定力、排除干扰，在“准则”框
架的指导下，以务实合作共赢的思维，推动
南海问题的进一步磋商谈判，推动“准则”
具体案文的早日落地生根， 真正将南海建
设成“和平之海”。

东盟50年 携手再出发

天下微评 将南海建成和平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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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月8日，记者从中国
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
总体部获悉，我国首个火
星模拟基地项目将落户
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红
崖地区，这里拥有典型的
雅丹地貌群，其独特的地
形地貌、自然风光、气候
条件使之成为专家眼中

“中国最像火星的地方”。
图为中科院专家在

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红
崖地区考察（7月24日
摄）。 新华社发

中国首个火星模拟基地落户青海

中宣部等四部门
合力推进戏曲进校园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戏曲传承发展，中宣
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日前出台《关于戏曲进校
园的实施意见》。

意见明确，2017年，在试点基础上，有条件的省
区市大中小学以及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争取实现所有
学生免费欣赏1场优秀戏曲演出。2018年， 戏曲进校
园活动蓬勃开展，戏曲教育丰富多样，争取实现全国
所有大中小学每个学生每年免费欣赏1场优秀戏曲
演出。2020年，戏曲进校园实现常态化、机制化、普及
化，基本实现全覆盖。

根据这一意见，戏曲进校园的主要形式包括
组织观看戏曲作品，原则上以组织戏曲艺术表演
团体进校园演出和组织学生走进剧场现场观看
为主；开展戏曲教育活动，根据学生认知水平和
心理特点，积极探索创新具有时代特征、校园特
色和学生特点的戏曲教育形式；加强戏曲社团建
设， 支持学校建立多种类型的戏曲兴趣小组、学
校戏曲社团、戏曲工作坊和戏曲传承基地等。

意见明确，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
指导和支持各地开展戏曲进校园工作。各省（区、
市）建立宣传部门牵头，教育、财政、文化等部门
参与的戏曲进校园工作组织和协调机制，参与部
门各负其责，协调推进工作的具体落实。各地宣
传部门会同教育、文化等部门每三年认定一次戏
曲进校园的剧（节）目目录。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和
相关社会团体等的资格由各地文化部门依据相
关办法每三年审定一次。

大中小学生每年免费欣赏1场优秀戏曲演出

� � � � 据新华社大连8月8日电 中国中车大连公司
8日对外通报称， 由中车大连公司与西南交通大
学联合研制的新一代中低速磁浮试验车已完成
时速120公里的运行试验。 该车最高运行时速可
达160公里， 最小平面曲线半径50米， 最大坡道
100‰。

中低速磁浮交通属于中等运量交通制式，具
有振动噪音小、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小等优势，
其速度、弯道和坡道这三项综合技术指标，是目
前其他单一制式轨道交通无法同时实现的。

来自中国工程院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与产
业发展战略研究显示，到2020年，我国有望建成5
条以上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路。

中国新一代中低速磁浮试验车完成
时速120公里运行试验

最高运行时速可达160公里� � � �据新华社俄罗斯新西伯利亚8月7日电 在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举行的“国际军事比赛
-2017”“侦察尖兵”项目第四阶段“射击”比赛7
日再传捷报，中国代表队夺得两个单项第一、综
合排名第二的好成绩。

国际军事比赛

中国队夺两个单项第一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来自制片方的消
息，吴京自导自演的军事动作片《战狼2》上映12
天后，票房达34亿元，超越《美人鱼》，成为中国电
影市场票房冠军。

《战狼2》登顶中国电影票房冠军

� � � � 新华社首尔8月8日电 韩国外交部8日发表
声明，强烈抗议日本当天发表的“防卫白皮书”
宣称拥有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要求日本
政府立即撤回这一错误主张。声明说，无论从历
史、地理还是国际法上讲，独岛都明确为韩国固
有领土。 韩国政府将坚决应对任何企图针对独
岛的挑衅。

韩国抗议日本“防卫白皮书”

� � � �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8月8日， 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致贺电， 对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
50周年表示祝贺。全文如下：

值此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50周年之
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向你并通过你，向东盟各成员
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东盟成立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发展壮大
并建成共同体， 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
重要作用， 已成为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一支代
表性力量。 中方祝愿东盟共同体建设取得新

的更大发展，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
出更大贡献，为东盟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中国与东盟自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
以来，坚持合作与发展主题，双方政治互信
不断加强，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中国-东盟
关系已成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

力、最富内涵的一组关系。
中国愿继续秉持亲诚惠容理念，以

2018年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
年为契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建设更为
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使之成为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就东盟成立50周年

习近平向东盟轮值主席国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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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海关总署8日公布了7月进出口数据。
与上半年动辄超过20%的月度增速相比，
11.2%的出口增速、14.7%的进口增速似乎
显得有些不那么“漂亮”。7月进出口增速
为何回落？下半年我国外贸发展将面临怎
样的形势？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建颖指出，
如果仅从增长数据上看，7月出口同比增长
11.2%，与上半年出口增速（15.0%）相比下
降3.8个百分点，创下了今年以来月度增速
第二新低，如果除去2月份因春节因素导致
的低值外则为今年以来最低；7月进口同比
增长14.7%，同样创下今年以来新低，也远
低于上半年25.7%的同比增长数。

“7月进出口增速放缓背后有两个直
接原因， 一是基数效应， 二是人民币升
值。”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
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指出，去年上半
年外贸基数较低，但是下半年已经有企稳
迹象，因此7月对应的基数已经抬高，对增
速有一定影响。同时，去年下半年人民币
贬值势头较大，今年则稳步升值，使得以
人民币计价的贸易额涨幅有所收窄。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7月进出口增速
双双放缓特别是进口增速回落幅度较大，
也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有关。

如果不看具体增速而看绝对值，7月
份进出口总值2.32万亿元，仅次于5月和6

月，位居今年以来月度第三位。海关总署
综合统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7月增速回
落是因为基数问题，量还是不错的。”

展望下半年外贸形势， 白明认为，我
国外贸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因素影响，下
半年外贸形势可保持总体增长，但增长幅
度可能下降，除去汇率、基数翘尾等因素，
预计总体上和其他国家进出口增长平均
水平接近。

为实现对外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刘
建颖建议，要更加注重培育以技术、品牌、
质量、 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不
断提高外贸发展质量效益。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 � � �综合新华社8月8日电 记者8日从四川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获悉，截至8月8日23时
30分，阿坝州九寨沟县7.0级地震已造成漳扎镇5
人遇难，70余人受伤， 其中30人重伤，5名遇难者
系游客。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消息称，
从9日起停止接待游客。

8月8日21时19分，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
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0公里。震中距离九寨
沟县城35公里，距阿坝州210公里，距成都市290
公里，距甘肃陇南市100公里。四川、甘肃、青海、
宁夏、陕西多省区震感明显，局部地区震感强烈。

受地震影响，成都铁路局紧急扣停部分旅客
列车。 具体车次包括： 途经兰渝铁路的D5159、
D5126、K9433、K2611次； 成绵乐客专的C6263、
C6229次； 宝成铁路的K545、K245、K284、1486、
K2616、K452、K6、K246次列车。

据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消息， 目前该
中心所属基地人员和大熊猫均安好， 未受地震
影响。

记者从中国地震局获悉，截至22时30分，九
寨沟震区已经记录到地震107次。中国地震台网
中心和四川地震局等单位的专家紧急会商后认
为，在震区近几日仍存在发生6级左右余震的可
能。

地震发生后， 中国地震局立即启动地震II级
应急响应，派出国家地震现场应急工作组赴四川
协助地方政府开展抗震救灾工作。中国地震台网
中心、四川地震局启动II级应急响应，台网中心召
开紧急会商，四川、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地震
局、 四川阿坝州地震局派出人员紧急赶往灾区，
开展现场震情监视、地震灾情调查、震情趋势判
定、灾害损失评估、防震减灾宣传等工作。

九寨沟发生7级地震
●已造成5人遇难、70余人受伤
●景区9日起停止接待游客

� � � � 这是九寨沟景区游客中心附近受损的街区
（8月8日摄）。 新华社发

� � � �据新华社喀土穆8月8日电 当地时间8日
中午，伴随着空转先遣组第二梯队2架直升机
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任务区法希尔机场安全
着陆，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4架直升机已
全部部署至达尔富尔维和任务区， 正式接受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特派团（联非
达团）指挥，执行空中巡逻、战场侦察、人员输
送、伤员转运、物资运输等任务。

7月进出口增速为何回落新华简讯
新闻分析

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
部署至苏丹任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