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耳其外交部：

美国拒绝土参与F-35项目
是“单边主义行为”

据新华社安卡拉7月18日电 土耳其外交部18日凌晨发
表声明， 批评美国拒绝土耳其继续参与F-35战机项目的决
定，称这是“单边主义行为”。

声明表示，土耳其是F-35联合研发项目的参与方，美国
的决定对土耳其是“不公平的”。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肖丽娟 2019年7月19日 星期五
时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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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党琦 赵晖

“从前， 太平洋将我们分开； 如
今， 太平洋将我们相连。” 这是智利亚
太事务特使、 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经
常念叨的一句话。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虽远隔重
洋， 但同为发展中国家， 处于相近的发
展阶段， 肩负相似的发展任务， 是隔海
相望的邻居、 志同道合的朋友、 共同发
展的伙伴。

2014年7月17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巴西利亚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领导人会晤时提出， 中拉要努力构建
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5年来， 中拉
相互帮助、 相互支持， 中拉命运共同体
之船承载发展繁荣的共同梦想， 沿着
“一带一路” 合作的新航道， 乘风破浪，
奋楫前行。

把舵扬帆
———元首外交为中拉命

运共同体之船引领大方向

拉美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集中地区， 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
量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
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 拉美的作用不
可或缺。

习近平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以来，
四访拉美， 足迹覆盖11个拉美和加勒
比国家， 在双多边场合同所有地区建
交国领导人会面， 这在中拉关系史上
前所未有。

习近平主席的5句话， 展现中拉关
系5年来大步向前的发展进程：

———“我提议， 通过这次会晤， 共
同宣布建立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中拉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努力构建政治上真
诚互信、 经贸上合作共赢、 人文上互学
互鉴、 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 整体合作
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
体新格局。”

2014年7月17日， 习近平主席在巴
西利亚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首次
集体会晤， 对中拉关系进行全方位顶层
设计， 提出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和
务实合作“1+3+6” 新框架。 中拉宣布
正式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 推动中拉
关系进入整体合作和双边合作并行互促
新阶段。

———“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
召开， 标志着双方整体合作由构想变为
现实。”

2015年1月， 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召
开的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
致辞。 他表示， 中拉关系全面快速发
展， 得益于双方对世界发展潮流认知更
加一致， 对中拉关系发展前景信心更加
坚定， 对互为发展机遇共识更加清晰，
对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愿望更加强烈。

———“中拉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 让我们共同打造好中拉命运共同体
这艘大船， 引领中拉友好关系驶入新的
航程。”

2016年11月， 习近平主席在秘鲁
国会发表演讲， 就共同打造好中拉命
运共同体之船， 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旗帜、 推动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合
作换挡加速、 实现合作成果共享等四
点建议。

———“我们要描绘共建‘一带一
路’ 新蓝图， 打造一条跨越太平洋的
合作之路， 把中国和拉美两块富饶的
土地更加紧密地联通起来， 开启中拉
关系崭新时代。”

2018年1月， 习近平主席向中拉论
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致贺信， 提出以共
建“一带一路” 引领中拉关系的重要倡
议。 中拉共同发布 《关于“一带一路”
倡议的特别声明》， 标志着“一带一路”
倡议正式延伸至拉美。

———“我们对拉美发展前景充满信
心， 将坚持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原则，
同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朋友一道， 建
设新时代平等、 互利、 创新、 开放、 惠
民的中拉关系……”

2018年12月， 习近平主席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会见阿根廷总统马克里， 明
确了共建新时代中拉关系和携手共进的
命运共同体努力方向。

5年来， 从愿景到行动， 从蓝图到
现实，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跨
越式发展。 19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 的谅解备忘录， 巴
拿马、 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相继同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 仅去年一年， 拉美
地区就有6位国家元首、 1位政府首脑
访问中国。

阿根廷战略规划研究所所长豪尔赫·
卡斯特罗说，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是
中国的积极倡议， 也是历史的需要”。

风劲帆满
———“一带一路” 为中拉

命运共同体之船开辟新航道

在拉美， 无论是海拔4000米的安

第斯高原， 还是水下3000米的深海，
都能看到中国建设者的身影。

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公路”
美丽山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解决了
2200万巴西人电力短缺问题； 连接阿
根廷内陆和港口的贝尔格拉诺货运铁
路， 为北部产粮区农民降低了物流成
本； 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承建多个水
电站， 助其从电力进口国变为出口国；
滴滴出行在拉美4国运营， 为当地人创
造工作机会……数日前， 由中国设计
并生产的列车在古巴正式投入运行，
成为古巴自1975年来首次采购的全新
铁路客车。

陆洋一体的大联通、 开放互利的大
市场、 自主先进的大产业、 创新增长的
大机遇、 平等互信的大交流。 近年来，
随着“一带一路” 在拉美大地落地生
根、 开花结果， 中拉合作优化升级、 创
新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

中拉贸易结构更加优化。 中国成为
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拉美则是全球
对华出口增速最快地区之一。 越来越多
的拉美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智利
红酒、 墨西哥牛油果、 厄瓜多尔白虾、
哥斯达黎加菠萝等各色拉美物产， 频繁
出现在中国人的购物车里。 “双十一”
购物节期间， 阿根廷驻华大使和巴西驻
上海总领事还亲自将阿根廷红虾和巴西
牛肉送到中国网民家。

中国对拉美投资领域更趋多元。 中
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2004年至2010年，
42%和18%的中国投资进入拉美矿业和
能源领域， 而2011年至2017年， 进入
这两个领域的中国投资占比已分别下降
至20%和6%， 中国投资更多进入通信、
不动产、 食品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截
至2017年底， 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
量超过3800亿美元。 拉美成为仅次于
亚洲的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 在
拉中国企业超过2200家。

中拉金融合作更加多样。 总规模
300亿美元的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首
期100亿美元已投入运营， 首笔股权投
资支持三峡集团参与巴西两个水电站的
经营。 中国人民银行与拉美多国签署本
币互换协议， 在阿根廷和智利已指定人
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多家商业银行在
拉美设有10多家分支机构。 拉美8国加
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拉经济互补性强， 发展战略相互
契合， 合作潜力巨大。 尽管当前世界经
济风险上升， 国际贸易投资放缓， 保护
主义负面影响加大， 中拉经贸合作仍呈
现逆势上扬的态势。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18年，
中拉贸易额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 创
下历史纪录。 根据西班牙银行今年5月
公布的中国在拉美影响的报告， 2016
年至2018年， 中国在拉美投资平均额
增长至176亿美元。

“中拉共建‘一带一路’ 是双方迈
向美好未来的‘金钥匙’， 将为中拉共
同建设更高水平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携手
共进的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中
国外交部拉美司司长赵本堂说。

海阔天空
———文明互鉴使中拉命

运共同体之船行稳致远

梦想相通， 文明相融。 中国拥有
五千年悠久文明， 拉美孕育了古老的
玛雅文明、 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
明。 习近平主席曾说， 要让中拉文明
成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 相互促进的
典范， 为世界多元文化版图增添更加
绚烂的色彩。

5年来， 中拉人文交流、 文明互鉴
走进民间， 深入人心。

中拉立法机构、 地方、 媒体、 智库
交流频繁， 教育、 文化、 旅游等领域合
作蓬勃开展。 中国在拉美24国建有44
所孔子学院和12个孔子课堂， 在墨西哥
城设立了首个中国文化中心。 2016年

“中拉文化交流年” 成功举办， 覆盖近
30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和中国多个省
市， 是迄今双方共同举办的最大规模文
化交流盛事。

目前已有20多个拉美国家成为中
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 随着拉美国
家对华签证便利化和中国通拉美地区航
线的增加， 中拉人民往来和旅游合作日
益紧密。

在中国， 至少有140所院校开设了
西语、 葡语专业， 拉美与加勒比研究机
构也超过60家。

“世界文明需要互联互通， 拉美人
民和中国人民深化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
欣赏， 将使拉中友谊之桥更加牢固。”
阿根廷公共媒体事务国务秘书埃尔南·
隆巴尔迪说。

5年来， 中拉互信互助、 互利互
惠、 互学互鉴， 成为新时期南南合作
的典范。

跨越浩瀚太平洋阻隔， 中拉命运共
同体之船逐梦前行， 中拉全面合作的航
道将越走越宽。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舵稳当奋楫 风劲好扬帆
———写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五周年之际

外交部谈英首相涉《中英联合声明》：

希望英方醒一醒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针对英方仍试图以《中英联合

声明》来主张英国在香港事务上所谓的“权利”，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18日说，英方在1997年7月1日以后对香港没有任何权
利，希望英方能够醒一醒。

对于英方仍然试图以《中英联合声明》来主张英国在香
港事务上所谓的“权利”，陆慷说，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
国之后，香港事务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我们一再讲，英方在1997年7月1日以后对香港没有任
何权利。希望英方能够醒一醒。”陆慷说。

外交部：

中美人民友谊是两国关系
长远发展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8日就第
四届中美友城大会答问时表示，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
友谊是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陆慷说， 截至目前， 中国和美国共结成了227对友好城
市。中美友城大会是两国地方重要机制性交流平台，自2014
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三届。 中美两国地方政府积极参加本
届论坛，展现出两国地方加强交流合作的诚挚愿望。

“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进一步深化中美地方和人文交
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陆慷说。

外交部：

坚决反对美领导人会见
“法轮功”邪教分子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

白宫会见所谓“遭受宗教迫害”的中国人士，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18日说，这完全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

陆慷说，美方邀请“法轮功”邪教分子及其他诬蔑中国宗教政
策的人员参加所谓宗教会议，还安排他们同美国领导人会见，这完
全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他说， 相关报道中提到的那些人所发表的一些言论是严
重错误的。“我们要求美方正确看待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信
仰自由状况，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