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

中俄有责任和义务
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日

表示，中俄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和义务维
护全球战略稳定。中俄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不是
为了一己私利，更不是走结盟对抗第三方的老路。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在莫斯
科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
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中俄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
全球战略稳定。”他说，联合声明阐述了双方对当前国际
安全环境及全球战略稳定形势的看法， 就重要的安全
和军控问题表明了共同立场， 强调维持良好大国关系
对解决全球战略性问题的重要性， 并提出加强战略稳
定、维护军控和防扩散领域国际机制体系的具体举措。

耿爽表示， 声明向全世界发出了两国致力于维
护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的强音，
也为两国深化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指明了方向，
展示了中俄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契合国际社会的期
待，意义十分重大。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记者6
日从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办公室获悉，经中央批准，5月底至
6月上旬， 中央扫黑除恶第11-20督
导组已完成对北京、陕西、黑龙江、内
蒙古、上海、江苏、青海、甘肃等8个省
（区、市）的进驻工作，6月12日前进驻
西藏、宁夏，第三轮督导工作全面启
动，这标志着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实现
了对各省（区、市）全覆盖。

中央各督导组指出，开展扫黑
除恶督导，主要目的是推动各地深
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
专项斗争正确政治方向；充分发挥
督导“撬动”作用，帮助被督导地方
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完善措施；顺
应人民群众呼声，推动继续将打击
锋芒对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违
法犯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 推动基层基础工作不断夯

实； 及时纠正执法办案中的偏差，
确保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
运行；以专项斗争为牵引，推动各
地各有关部门立足“稳”这个大局，
维护好一方平安稳定。

据了解，10个中央督导组组长
由正省部级领导干部担任， 副组长
由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副省部级领导干部担任，
成员从相关单位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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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莫斯科6月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6日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理梅
德韦杰夫。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
年。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在大国关
系中互信程度、协作水平、战略价值最高，
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中俄关系已经迈入新时代，两国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发掘出新的内
涵。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一
些遏制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不正当行径，
中俄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协作，对维护我们
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对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繁荣意义重大。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各
领域合作持续深入发展， 给两国人民带来

更多实惠， 为两国发展复兴注入更强大动
力。 双方还要加强在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
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事务中的
合作，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中俄方案”。

梅德韦杰夫表示， 两国元首昨天签署
声明， 宣布俄中关系迈入新时代， 意义重
大。当前，个别国家不计后果，公然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动辄制裁他国，

打压他国企业，这遏制了世界经济增长，危
害了国际贸易发展， 其行径是短视和破坏
性的。俄中要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俄中
及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切实维护世
界和平与发展。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两
国总理定期会晤等机制， 全面落实好两国
元首达成的重要合作共识， 包括欧亚经济
联盟和共建“一带一路”对接合作。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霍小光

2019年6月5日，克里姆林宫孔雀石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

普京郑重签署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新定位，新内涵。在中俄建交70周年
之际，在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
史关口，这一刻，载入中俄关系史册，也必
将成为国际关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友谊
“热烈欢迎老朋友”

这是2013年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
第八次到访俄罗斯。 普京总统精心安排
了一场欢迎仪式。

克里姆林宫2层乔治大厅， 灯火通
明，乐曲激昂。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从
数十米长的红毯两端相向走来。

每一步都如此坚实有力，正如过去6
年间，两位元首引领下的中俄关系。

尚隔数步，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便
已热切地向对方伸出右手。

“你好，老朋友！”
再一次紧紧握手，再一次热情问候。
6年时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31

次会晤。如此高水平的元首外交在当代国
际关系中实不多见。

会晤之外， 两位领导人更有着不拘一
格的丰富互动。通电话交流立场看法，致电
函表达祝贺慰问，一道乘坐高铁、一起制作
煎饼、 一同品尝俄罗斯蜂蜜和鱼子酱……
一个个难忘的瞬间， 成就了中俄友谊的一
段段佳话。

这次启程赴俄前，习近平主席接受俄
罗斯主流媒体联合采访时，将普京总统称
为“我交往最密切的外国同事”。普京总统
也在多个场合称呼习近平主席为“非常可
靠的伙伴”。

他们，彼此尊重。
红场庆典， 普京总统把右手边最尊贵

的位置留给习近平主席；九三阅兵，习近平
主席和普京总统登上天安门城楼。 克里姆
林宫，普京总统将俄罗斯国家最高勋章“圣
安德烈”勋章佩挂在习近平主席胸前；人民
大会堂， 习近平主席将中国首枚“友谊勋
章”授予普京总统。

他们，相互支持。
2014年初， 习近平主席专程赴俄出

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邻居办喜事，我当
然要专程来当面向你贺喜。” 习近平主席
的问候令普京总统十分感动。

从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
典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从“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到东方经济论坛， 两国办
大事、办喜事，两位元首都会亲自出席。

“我们对当前世界大势看法相近，在
治理国家方面理念相通，肩负两国各自发
展振兴的历史责任。最重要的是，我们对
中俄关系的战略意义有高度一致的认识，
对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怀有共同
的决心和愿望。” 习近平主席一语道出同
普京总统真挚友谊的深厚根基。

合作
“没有休止符”

2013年3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
首访首站便是俄罗斯。两国元首一道掀开
了中俄关系的新篇章。

那次访问，两位领导人达成一项重要
共识———把中俄高水平的政治关系优势
转化为各领域合作的实际成果。

开拓创新，与时俱进。6年来，两国元
首掌舵领航，中俄合作巨轮破浪前行。

中国同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
定，中俄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黑河公路

桥、同江铁路桥成功合龙，中俄东线天然气
管线即将建成通气……近年来，中俄合作捷
报频传，离不开两国元首的推动和关注。

6年来，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
见证了数百个双边务实合作文件的签署
和交换，既有能源、交通、航空航天等大项
目合作，也有农业、金融、科技、地方合作
等新增长点。一些具体项目，两国元首更
是亲自决断、亲自推动。

共同商定举办“青年友好交流年”“媒
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
年”……

一同观看中俄青少年冰球比赛，一同
前往“海洋”全俄儿童中心看望师生，一同
出席莫斯科动物园熊猫馆开馆仪式……

两国元首一次次深入民间、 走进民
心，播撒中俄友谊合作的希望种子。

“巩固中俄世代友好的任务任重道
远， 没有休止符。”“中俄关系发展永无止
境。”两位领导人的共识，昭示出中俄合作
的无限可能。

担当
“为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

注入强大正能量”

6月5日晚， 修葺一新的莫斯科大剧
院座无虚席。 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
在这里举行。

两个拥有漫长边界、 创造璀璨文
化、 怀有宏大抱负的国家， 应该如何相
处？ 漫漫70年， 中俄关系在探索中曲折
前行。

中俄走上的，是一条平等信任、相互
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之路。成熟、稳定、坚韧，如今
的中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国、邻国
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

2013年3月，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阐述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选择在这里表明中
国主张，绝非偶然。

同为世界主要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新兴市场国家，中俄关系具有
全球意义。6年来，两国元首不仅仅在双边
层面谋划中俄关系，更从全球视角运筹中
俄关系。

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关于进一步深
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关
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
声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签署多
份具有战略意义的联合声明，擘画中俄关
系发展蓝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捍卫以
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
系。

这一次，两位领导人共同签署两份联
合声明，一份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一份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
稳定。

绿意盎然的莫斯科， 两位老朋友，共
同开启了中俄关系更高水平、更大发展的
新时代。

———要始终以互信为基石，筑牢彼此
战略依托；

———要着力深化利益交融，拉紧共同
利益纽带；

———要大力促进民心相通，夯实世代
友好的民意基础；

———要更加担当有为，携手维护世界
和平安宁……

里程碑， 新起点。“搬不走的好邻居、
拆不散的真伙伴。” 这是70年栉风沐雨得
来的历史馈赠，这是新时代给予两国人民
的启示与召唤， 这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典
范，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
的责任与担当。

（新华社莫斯科6月6日电）

打自由贸易之名，
行贸易保护之实
———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则用、

不合则弃”的真面目
钟声

打自由贸易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美国政客算是
给世界“上了一课”。人们看到，美方单方面挑起对多国
的贸易争端，筑起了“关税壁垒”，关上了自由贸易大门。
国际媒体也刊发以此为主题的漫画， 新解 “皇帝的新
衣”，揭露了当前美方言行的自欺欺人。世界各国早已对
美方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表明严正立场，可惜美国一些政
客似乎充耳不闻、无动于衷。

美国一些人口若悬河的不实之词确实不少。当美国对
中国输美商品开出加征关税清单时，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
主任库德洛说，这可能并不会执行，而是一种谈判策略，美
方“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自由贸易者”；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
主任纳瓦罗在哈德逊研究所也大喊美方是 “自由贸易者”，
并声言“对于这届政府来说，自由贸易的意思是，贸易是自
由、公平、对等和平衡的”；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方信
誓旦旦：“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必须是公平、互惠的”；在向
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时，美方宣称“我们想要的是自由、
平等且聪明的贸易”；美方还堂而皇之提出了零关税、零壁
垒、零补贴的口号……尤其可笑的是，美国的政客一边表白
“将继续要求与中国建立一种自由、 公平和互惠的经济关
系”，一边转而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
关税。难怪德国《商报》评价：把“美国优先”硬说成“自由贸
易”，是美方在搞“词语杂耍”。

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最重要的不是怎么
说，而是怎么做。如果美方真的拥护自由贸易，且同中方
一样有志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就应该拿出诚意和行
动解决问题，而非出尔反尔，自以为挥舞关税大棒就能
将非分之想化为现实。

如果美方真的拥护自由贸易，且同世界各国一样渴
望促进共同发展，就不会在2017年3月在德国举行的二十
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固执己见，导致联合公报
首次不提及促进自由贸易和反对保护主义。

如果美方真的拥护自由贸易，期冀互利互惠，就不
会断然拒绝欧盟去年提出的对进口工业产品对等实施
零关税的提议，也不会选择从6月10日起对所有墨西哥输
美商品加征5%关税。

人心是一杆秤，掂得清公平贸易与霸凌蒙骗。美方今
天所谓的自由贸易，不过是妄图继续压榨多边贸易体制、骗
取他国信任、大捞一己私利的单边游戏。美方今天所谓零关
税、零壁垒、零补贴，不过是企图取消世贸组织对发展中成
员的保护，以本国优势产业冲垮他国发展的根基，任自己横
行世界。美方今天所谓的公平竞争，不过是无视世贸组织多
边性、包容性、非歧视性等原则，无原则地刻意放大于己有
利因素。说到底在华盛顿眼中，对美国有利即公平，否则就
要推倒重来。“美中之间的协议不可能是对等的， 由于中国
过去的贸易做法，协议必须更有利于美国。”这是公然挑衅，
也是美方大搞单边主义、狂妄自大的明证。

自由、对等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和前提，支持自由贸易、
反对保护主义是世贸组织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 这是各
方经过长期艰苦谈判后妥协的结果。 美方是世贸组织重要
成员，也是多边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充分享受到了自由
贸易带来的好处。但世贸规则不是美国一家的规则。美国没
有权力也没那份实力，为了一己之私将一切推倒重来。

自由贸易就是自由贸易， 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贸易保
护主义。美国一些政客无论怎样表演，也无法让谎言蒙蔽
世人的眼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重要的是维护规则、做大
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蛋糕，而不是蛮横无理、强取豪夺、
“美国优先”。华盛顿政客们的偏执只会让美国在乱打乱闯
中迷失了方向，到头来只会是丢了西瓜捡起芝麻。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载6月7日《人民日报》）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周
倜） 记者今日从组委会获悉，2019

“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大湘
西”活动溆浦站将于6月15日鸣枪。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站活动将首次
开设亲子线路，徒步爱好者可在本
次征途中开启“遛娃模式”。

溆浦物产丰富， 造型独特的
枕头粽、齿颊留香的龙潭葛面、招
待贵客的龙潭茶菜， 足以征服来
访者的味蕾。 此地传统文化氛围

浓郁，凤船尾、龙船亭、龙船旗等，
展现溆浦独特的龙舟竞渡。 根据
竞赛规程， 本次比赛历时2天，总
行程38.5公里。其中，徒步首日距
离为24.5公里， 选手需累计爬升
1194米；次日行程距离为14公里，
沿途累计爬升约461米。 露营、篝
火晚会、红色文化展示、大江口体
验龙舟文化等特色活动， 将让选
手充分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情。

本站活动将首次开设亲子线

路，总距离22公里。该线路设置旨
在培养孩子的意志力，带领其感受
地方传统文化。活动将征集10组家
庭，孩子年龄在9至15周岁，且父母
任意一方曾有20公里长距离徒步
经历。

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主办，省
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中心、怀化市文
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溆浦县人民政
府承办，湖南凌鹰户外运动有限公
司全程运营。

二青会皮划艇赛张家界落幕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宁奎）经过连续3天的

小组循环淘汰赛， 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皮艇球决
赛6月4日在张家界落下帷幕。

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代表队问鼎男子组、女
子组冠军。宁波市水上运动代表队、遵义市体育运动学
校代表队分获男子组第二、三名，贵州省毕节市体校代
表队、四川省体校代表队分别获得女子组第二、三名。

全国青年运动会是全国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以城
市为单位组团参加，主要目的是发现和培养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促进城市体育事业发展。

本届青年运动会由山西太原承办， 其中皮划艇激
流回旋及皮艇球决赛在张家界市举行。

徒步穿越大湘西溆浦站15日鸣枪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你好老朋友！ 开启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引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

� � � �莫斯科动物园熊猫馆5日正式开馆，熊猫“如意”和“丁丁”正式亮相。图为6月4日，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从莫斯科动物园熊猫馆外走过。 新华社发

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轮督导工作全面启动

荨荨（紧接1版）要更加担当有为，携
手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同国际社会
一道，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
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共同建设更加繁荣稳定、公平公正
的世界，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70年的历史经验
充分表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

来， 中俄都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拆
不散的真伙伴。让我们以庆祝建交
70周年为新起点，携手努力，并肩
前行，共同开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未来！

全场对中俄两国元首的讲话
报以热烈的掌声。

随后，习近平和普京共同观看
“乐动中俄” 人文交流主题活动短
视频，并欣赏由中俄两国艺术家联
袂呈现的文艺演出。

演出在俄罗斯民歌《沿着宽阔
的街道》中拉开序幕。《庆祝序曲》以
丰富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展现了喜
瑞祥和的节日场面。中俄艺术家合
奏中国乐曲《茉莉花》和俄罗斯乐
曲《红莓花儿开》表达出对两国传
统友谊的赞美。《来自东方的祝福》
构成一幅意境深远的音乐画面。演
出在俄罗斯民族乐曲《卡林卡》中
落下帷幕。

中俄各界人士约1600人出席。

� � � � 首列穿越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旅游列车5日出发， 搭
载90多名游客从俄罗斯西北部城市圣彼得堡前往挪威
首都奥斯陆。

这是6月5日拍摄的即将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发车的
北极旅游列车。 新华社发

俄罗斯开通
首列北极旅游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