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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次中国－
欧盟领导人会晤即将在
布鲁塞尔举行。此次会
晤有望为中欧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推动中欧各领域对话合

作迈上新台阶。
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走

过16年历程，双方携手发展取得丰硕
成果。近年来，双方合作不断深化：意
大利、卢森堡等国与中国签署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欧班列已
累计开行上万列；宝马、巴斯夫、安盛
等欧洲制造业、金融业巨头抓住“中国
机遇”扩大在华投资……

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中欧间的
共同利益、共同立场、共同目标在增
多。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日
前在与欧盟官员共见记者时说，中欧
在支持多边主义、支持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等十个方面存在重要共识。中
欧之间的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也远
多于分歧。

齐心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
中欧之间的广泛共识正成为双边关系
的“压舱石”和“助推器”，有力夯实了
中欧合作的基础。

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
背景下，中欧在支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反对保护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
进一步走近。中欧共同维护坚实、开放、
包容的世界经济的共识，积极促进双向
贸易和投资的行动，为推动中欧各自经
济发展和创新持续注入新动力，也成为
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正能量”。

中方统计显示，2018年中欧贸易
额达6822亿美元，同比增长10.6%，创
历史新高。欧盟连续 15 年成为中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中国
连续 14 年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

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中欧合作对于维护世界多极化、

推动世界向更加开放合作的方向发展
不可或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风险
和挑战，促使中欧双方在共同维护以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
义方面凝聚起更广泛的共识。中欧同
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全球治理的促进
者，多边主义的实践者，双方在尊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基础上，继
续积极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将为世界和平
和发展带来更多福祉。

中欧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
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恰逢其时。从积
极推动《巴黎协定》有效落实，到在污
染防治、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
绿色增长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面对
人类社会诸多挑战，中欧携手合作，在

积极建设和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共同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方
面，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面对猖獗的恐怖主义，中欧加强
反恐交流与合作，共同遏制极端思潮
的蔓延。面对逆全球化思潮的蔓延，
中欧在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和加
强世界贸易组织方面达成广泛共识；
面对地区冲突和国际热点问题，中欧
致力于依据国际法原则等和平解决争
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当今世界，各方利益交融，命运与
共。中欧都处在发展的重要阶段，面
对不确定的国际局势，更需进一步增
进互信，凝聚共识，进一步提升中欧关
系的稳定性、战略性和互惠性，为推进
完善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
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记者 翟 伟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8日电

凝聚共识 夯实中欧合作基础
新华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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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政府4月7日依据“可
靠情报”，指认印度方面打算在4月
16日至20日对巴基斯坦方面再次发
动袭击。印方没有回应这一说法。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沙阿·马哈
茂德·库雷希在家乡木尔坦市告诉
媒体记者：“我们有可靠情报，显示
印度正打算对巴基斯坦发动新袭
击。依据我们的情报，袭击可能发
生在4月16日至20日。”

库雷希没有说明巴方掌握何种
证据，没有解释推测袭击日期如此
具体的原因。他说，总理伊姆兰·汗
同意公开情报内容，巴方已经将这
一情况告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
常任理事国。

印控克什米尔2月14日发生一
起爆炸袭击，致死至少40名印度中
央后备警察部队士兵，触发印巴双
方在克什米尔地区冲突。印度空军

2月26日越过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
制线发动空袭；巴方次日反击，击落
印度战机并俘获1名印军飞行员。

巴基斯坦军方 3 月 1 日向印度
政府送返俘获的印军飞行员，两国
紧张关系趋于缓和。

印度外交部没有就巴方披露消
息回应媒体记者提问。

刘秀玲
据新华社微特稿

巴基斯坦指认印度预谋本月再袭巴方

近日，一年一度的鲜花园艺节
在墨西哥城著名的时尚购物街——
马萨里克总统大街举行。据悉，本
次鲜花园艺节的主题是自然环境和
物种保护，数十个商家用鲜花装扮
店铺，吸引民众关注环保。

上图：4 月7 日，在墨西哥首都
墨西哥城的马萨里克总统大街，一
名男子在一家餐馆前与花艺作品
合影。

下图：4 月7 日，人们与花艺作
品合影。

新华社记者 辛悦卫 摄

鲜花烂漫 扮美墨西哥城购物街

首次“拉黑”

两名美国政府官员和一名国会助
理以不公开姓名为条件向美联社证
实，美国国务院预期8日正式“拉黑”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这将是美国政府首次正式把一
国武装力量定为恐怖组织。美国国
务院现阶段把大约 60 个组织列入黑
名单，包括“基地”组织、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及其下属多个分支，以及黎巴
嫩真主党和数个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只是，其中没有作为国家机构的军事
组织。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与财
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协调后，将发
表“拉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
明。国会后续有7 天时间审核，如果
没有异议，美方将出台一系列制裁
举措，包括冻结革命卫队在美国境
内资产，禁止美国企业、公民与革命
卫队发生商业往来或向后者活动提
供支持。

在美联社看来，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在伊朗经济领域有着广泛影响

力，但针对革命卫队的制裁效果可能
有限，可能给美国军事和外交人员在
中东地区的活动增加难度。

誓言“反制”

伊朗议会 290 名议员中 255 人 7
日签署一份声明，誓言对美方举动采
取“对等行动”。

声明指认多名美国政要是中东
地区恐怖分子的“创造者和支持者”，
将为认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
怖组织”这一“不恰当、愚蠢”举动而
后悔。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议
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赫
什马图拉·法拉赫特皮谢6日说，如果
美国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恐
怖组织”黑名单，“我们也会把美国军
队列入恐怖黑名单”，与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并列。

王逸君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拉黑”革命卫队 伊朗警告“对等”报复

核心
提示

美国政府官员披露，打算美国东部时间8日宣
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恐怖组织”，准备施加
制裁。这将是美国首次把一个国家的国家武装力
量列入恐怖主义“黑名单”。

伊朗伊斯兰议会大多数议员7日在一份联署声明中警
告，如果美方采取这一举措，伊方将“对等”报复。

伊斯兰革命卫队在 1979 年伊朗
伊斯兰革命以后成立，与伊朗国防军
共同组成伊朗正规武装力量。

伊斯兰革命卫队拥有海、陆、空3
个军种，是伊朗最精锐的武装力量，
现有大约 12.5 万兵力，直接听命于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
梅内伊。

保卫伊斯兰革命政权是革命卫队
核心使命。此外，革命卫队在政治、经
济领域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在伊朗
交通、能源、贸易、金融等经济领域，一
些重要的企业隶属于革命卫队或与之
相关。

美方先前把从属于伊斯兰革命卫
队的一批组织机构和个人列入“黑名
单”，并把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
城旅”列为恐怖组织。

据新华社电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链接 LIANJIE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4月8日电
（记者陈文仙 吕迎旭）非营利机构以
色列太空登陆组织（SpaceIL）日前宣
布，以色列首个登月探测器“创世纪”
号已于7日上午成功完成在月球周围
的首次环月机动飞行。

这是该探测器登陆月球之前进行
的关键性一步。之后，它将放缓飞行
速度，在距离月球越来越近的轨道上
飞行，并按照计划于本月11日在月球
上着陆。

7 日当天的这次机动飞行，使得
探测器与月球的距离从最远约10400
公里缩短到约750公里。

据悉，该探测器于本月 4 日进入
月球轨道。如果该探测器 11 日成功
登月，它将进行两三天的实验，收集月
球磁场的相关数据。

以色列登月探测器
首次实现环月飞行

据新华社新德里4月8日电 印
度研究人员最新发现，一种先前未知的
酶能够影响细菌细胞壁的合成。以这种
酶为靶点，有望开发出新的抗菌药物。

印度细胞和分子生物中心研究人
员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发表论文介绍，他们在研究大肠杆菌
时发现，一种特殊的肽聚糖水解酶在
细胞壁合成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酶
可以“剪开”原有细胞壁，为新生成的
细胞壁组织提供空间，从而实现细胞
壁的扩展，让细菌得以生长繁殖。

印度研究人员
发现抗菌新途径

据新华社首尔 4 月 8 日电
（记者陆睿 耿学鹏） 韩国总统文
在寅8日表示，超高速、超低延时、
超高密度连接的第五代移动通信
（5G）技术将为韩国产业和经济发
展创造新的机会。

文在寅当天出席韩国“5G+战
略”发布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他
说，目前韩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均启
动了5G商用服务，韩国已成功在

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5G商用化。
文在寅说，韩国政府正在国家

层面推进5G战略，将打造世界一
流的5G生态圈，争取截至2026年
占据15%的全球市场份额，创造60
万个相关优质岗位，实现730亿美
元的出口目标。韩国还将成立由
政府和民间携手合作的“5G+战略
委员会”，积极推动5G技术的活跃
应用。

文在寅说5G将促韩国产业发展

4月7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蓝白党领导人之一、前国防军总
参谋长本尼·甘茨（左一）在竞选集会上向支持者挥手。

以色列定于9日举行议会选举，将有40多个政党角逐议会的120个
席位。 新华社发

以色列即日举行议会选举

据新华社新加坡4月8日电（记
者蔡蜀亚）新加坡百余家企业日前作
出“数字化行动承诺”，表示将通过不
同方式提升新加坡国民及公司员工的
数字化能力，让他们能受惠于数字化
社会。

新加坡102家通信和媒体公司7日
在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和新加
坡科技工商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三届
Tech4Community嘉年华上承诺，将通
过4种方式提升国民的数字化能力：向
客户宣传公司的数字化服务、确保企业
数字化服务安全且具有包容性、让员
工接受培训以掌握新的数字化技能，
以及参与相关志愿活动或提供资源支
持，例如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等。

百余新加坡企业作出
“数字化行动承诺”

英国政府4月8日发布《在线
危害》白皮书，提议立法强化社交
媒体等网络平台自我监管，以保护
用户免受有害内容影响，包括虐童
影像、网络欺凌、极端思想和恐袭
言论。

根据白皮书，新立法将适用于
任何能让用户分享内容并与他人
在线交流的平台，包括社交媒体、
公共论坛、信息服务和搜索引擎。
平台的“有害”内容包括支持虐童、
恐怖主义和自杀自残的信息以及
经由平台传播的不实信息。

运行平台的企业如果不作为，
可能受到罚款处罚，高级主管将承
担个人责任。白皮书还提议，设立
独立监管员，所需资金可能从行业
内的企业征收。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发表声
明，强调互联网有助民众交流的同
时，社交媒体等平台却未能充分保
护用户，尤其是青少年和儿童。特
雷莎·梅写道：“我们倾听活动人士
和父母心声，现在要让互联网公司
承担法律责任，保护民众安全。”

据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拟立法严管社交媒体

据新华社新加坡4月8日电
（记者李晓渝） 新加坡国家环境
局 7 日发布公告说，新加坡今年
一季度登革热病例数量已超过
2000 例，大大高于去年同期的约
600例。

当地媒体 8 日援引新加坡环
境和水资源部部长马善高的话报
道，今年一季度的登革热病例中已
有3人死亡。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说，该机构

在全国各地部署了约 5 万个诱捕
器，以吸引和捕获正在寻找产卵场
所的雌性伊蚊。这些诱捕器组成
的监控系统数据显示，今年3月伊
蚊的数量仍然处于高水平。

该机构提示说，新加坡每年6
月至 10 月的气候更加湿热，伊蚊
的繁殖速度更快，如果不积极采
取措施控制伊蚊数量，登革热病
例数量在未来几个月可能呈上升
趋势。

新加坡一季度登革热病例激增

4月7日，一名女子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潮汐湖畔欣赏樱花。
近日，华盛顿的樱花进入盛花期，粉红的樱花如云似霞，潮汐湖畔等

赏樱区游人如织。 新华社记者 韩 芳 摄

华盛顿樱花如云吸引游人

阿富汗消息人士8日称，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当天发生一起
炸弹袭击，造成一名警察死亡，7人受伤。图为4月8日，在阿富汗东部城
市贾拉拉巴德，受伤民众在医院接受治疗。 新华社发

阿富汗东部发生一起炸弹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