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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联合国召开了一次可持
续发展目标峰会，邀请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就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情况进行全面审议。峰会
上，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从可望提前10年实现2030年议程首项目标——消除贫
困，到基本实现全民医保覆盖，再到全面推进国土绿化行动，中
国推动落实该议程的努力和成果收获了一致好评。

减贫成就广获认可
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当前

联合国工作的重中之重。2015 年 9
月，联合国通过以17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为核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旨在消除贫困、消除饥饿、促进男女平
等、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可持续发展全
球伙伴关系。此次峰会是自该议程通
过以来，联合国首次就可持续发展目
标举行高级别会议。

消除贫困是上述 17 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首要目标，也是本届联大的
主题之一。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在可
持续发展实践中，脱贫成绩“可圈可
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实现8亿
多人口摆脱贫困，为世界减贫贡献率
超过70%。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在出席本次峰会发言时
说，中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
全面深入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中国下决心打赢脱贫攻坚战，将
于明年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
第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正在为全球
减贫事业提供重要镜鉴。在中国的倡
议和推动下，去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
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决议，把中国倡导
的“精准扶贫”“合作共赢”“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与实践写入其
中。这也是联合国大会历史上首次就
消除农村贫困问题通过决议。中国若

能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
完成2030年议程的消除贫困目标，必
将给全球减贫事业带来巨大信心。

多方“点赞”中国经验
实际上，不仅是扶贫工作，中国

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整体都得到各方
好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说，
中国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领军
者。中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坚定

履行承诺，特别是致力于消除贫困、促
进南南合作；中国也是促进性别平等
全球行动计划——《北京宣言》的诞生
地；中国还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
者，不仅是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
国，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出兵
国。他感谢中方为联合国推进可持续
发展提供的政治和财政支持，感谢中
方支持联合国协调应对在和平与安
全、人权、发展领域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一些专家学者也表达了相似观
点。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在近日
发表于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的《有中
国特色的可持续性》一文中说，身处气
候变化的当下，中国转变经济模式，改
变燃料来源，发展新交通系统，以环保
方式开展城市化，它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已经成为引领全球的一个范例，其
他国家应当认真关注。

记者 林 远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25日电

中国可持续发展被联合国“点赞”

据新华社伦敦9月 26日电
（记者梁希之）“一带一路”城市设
计周伦敦站推广活动25日在英国
伦敦时尚与面料博物馆开幕。

本次活动由中国文化和旅游
部产业发展司指导、北京国际设计
周有限公司主办。其间将举办“与
东方传统对话－中国文创设计展”
等多项活动。

“与东方传统对话——中国文

创设计展”以“文博设计”为主题，
呈现了来自北京颐和园、天坛、北海
公园、首都博物馆等皇家园林及博
物馆，以及来自苏州的平江路、苏州
博物馆等著名景点和博物馆的
最新衍生品设计，通过“展示大景
点、聚焦小物件”的方式，展示当代
中国城市的文化底蕴和设计活
力。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公参于
芃对伦敦站活动的启动表示祝贺。

“一带一路”城市设计周伦敦站开幕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5 日电
（记者 刘晨） 美国东部时间9月25
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委会不顾
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通过了由部
分议员提出的所谓“2019 年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对中国香港事务此
般兴风作浪，折射出美国一些政客傲
慢的“救世主”心态，暴露出其粗暴干
涉中国内政的险恶用心，也反映出其
在人权领域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香港的未来
和前途命运必须也只能掌握在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手
中，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美国国会

部分议员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
号，自诩“仲裁者”，试图通过“立法”
方式插手香港事务、肆意妄言香港
事务甚至扬言“惩罚”，是带有浓厚
意识形态偏见、大国优越感的“长臂
管辖”，无论从法理、情理还是逻辑
上都站不住脚。

推出所谓“人权与民主”法案，
是近期美国一些政客系列负面涉港
言行中的一环。当香港发生游行示
威，他们称之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线”；对于少数激进分子接连制造暴
力事件、严重破坏香港社会秩序，他
们却选择性失明与失语；而对于香
港特区政府和警方依法捍卫法治和

秩序的正义之举，他们却极尽抹黑、
诋毁、恫吓之能事。

实际上，美方一些政客的言行，
恰恰暴露出其在人权领域毫无底线
的双重标准。将香港街头暴力违法
犯罪美化为争取人权，却把香港警
方克制、文明执法污蔑为过度使用
暴力；美方自身在种族主义、枪支暴
力等问题上侵犯人权的行为劣迹斑
斑，却道貌岸然地对他国人权事务
指手画脚；美国一些政客经常跳起
来指责别国干涉美内政，自己却公
然与别国激进分裂分子勾结利用、
肆无忌惮地干预别国内政。

这些政客所言所行肆无忌惮，

大有把双重标准进行到底的架势。
凡此种种，不难看出，美方一些人介
入香港事务，并非真正关心港人福
祉，而是别有用心。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总
是想在对华关系上“做做文章”，对
中国发展伸脚“使绊子”。美方将中
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
科技、台湾事务等多方面对中国施
压，试图多管齐下遏制中国发展。
如今，美方又开始打“香港牌”，翻云
覆雨，劲头十足。

不过，不管美方一些政客如何
兴风作浪，对香港事务如何颠倒黑
白，他们妄图混淆视听的目的都绝不

可能得逞。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
了切实有效的贯彻落实，香港居民依
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民主权利和
自由，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所公认
的客观事实。美方政客妄想在香港
制造混乱、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可耻
图谋，正遭到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
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无论美方一些人如何上蹿下
跳，如何卖力表演，他们祸害香港、
遏制中国的企图都绝不会得逞。奉
劝美方立即停止推进所谓涉港法
案，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的香
港不需要伪善的“救世主”！

美国“救世主”心态可休矣

9月25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观众观看艺人制作花灯。
中白民间艺术精品展25日在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开幕。展览旨在

通过民间艺术作品的展示，增进观众对中白两国文化的了解。 新华社发

中白民间艺术精品展开幕

9月25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对媒体讲话时手持特朗普与乌
克兰总统通话记录。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25日电
（记者孙丁 邓仙来） 因有人举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涉嫌在电话通话中
寻求外国势力调查政敌，美国国会
众议院24日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调
查。在舆论压力下，美国白宫25日
公布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今年7月一次电话通话的记录。

记录显示，这次电话于 7 月 25
日进行，持续约30分钟。特朗普在
电话中称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
统竞选人拜登曾干预乌克兰司法，

导致乌克兰检察机关有关拜登之子
亨特的调查结束。特朗普表示希望
乌方调查此事，并表示会让自己的
私人律师和美国司法部长联络泽连
斯基。泽连斯基则表示，他会让乌
克兰新任总检察长调查相关情况。

在通话中，特朗普对泽连斯基
赢得乌克兰总统选举表示祝贺。两
人讨论了美乌关系，同时批评某些
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支持不够。特朗
普谈到乌克兰的经济状况，但未直
接提及对乌军事援助。

特朗普25日在纽约与前来出席
联合国大会活动的泽连斯基会面。
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没有在通话
中对乌克兰施压，国会的弹劾调查
是“政治迫害”。泽连斯基表示，他
不想卷入美国大选，也没有人对他
施压，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国家。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25日表
示，特朗普要求外国政府为其政治
活动提供帮助，这有违总统的宪法
职责，损害国家安全，也破坏了美国
选举的诚信度。

美国公布特朗普与乌总统通话记录

9月24日，在美国洛杉矶，Ca-
noo 首席运营官乌尔里克·克兰兹
在发布会上介绍新车。

中资参与的美国电动汽车公司
Canoo24日发布了它的第一款电动
汽车，将首先进军美国和中国市场。

Canoo 首席运营官乌尔里克·
克兰兹在洛杉矶总部举行的发布会
上表示，新车由近 400 名工程师和
设计师耗时近两年精心打造，在驾
驶、耗能、空间和外形等方面都有新
颖独到之处。

新车 canoo 突破传统厢式设
计，看起来像一个太空运输舱。电
池组和传动系统都被直接容纳在
滑板式底盘架构上，使乘客空间
更大。

新华社记者 高 山 摄

美电动汽车公司新车首发瞄准中美两大市场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 25日
电（记者许缘） 美国总统特朗普
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5日在纽约
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初步贸易协
议，取消或降低一些农产品和工业
产品的关税，但美日贸易谈判的焦
点汽车关税并未囊括在本协议中。

特朗普在当天签字仪式上说，
该协议是美日两国达成一项“公平
互惠的贸易协定”的重要步骤，日

本将为价值约70亿美元的美国商
品打开市场，降低牛肉、猪肉、奶
酪、葡萄酒等输日美国产品关税，
取消杏仁、蓝莓和甜玉米等产品关
税。该协议还涵盖两国之间约
400亿美元的数字贸易。

安倍表示，初步贸易协议生效
后，日本在美投资毫无疑问会增
加，两国经济都将进一步增长，对
两国而言是“双赢”之举。

美日签署初步贸易协议

马来西亚警方近期逮捕16名
关联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嫌疑
人，其中大部分是印度尼西亚人。

马来西亚警方反恐主管阿约
卜·披猜26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警
方7月10日至9月25日在首都吉
隆坡、沙巴、雪兰莪、沙捞越等地
开展突击行动，逮捕 3 名马来西
亚公民、12 名印尼公民和 1 名印
度公民。

阿约卜说，警方在沙巴州逮捕

一名 25 岁种植园工人，指认这名
嫌疑人充当 5 名自杀式袭击者的
联络员。这 5 人数月前在菲律宾
南部苏禄省霍洛市对一座教堂发
动袭击。

警方在多次突击行动中逮捕
其他嫌疑人，他们涉嫌从事支持

“伊斯兰国”的活动，包括利用社
交媒体为这一组织招募新成员、
传播极端思想。

据新华社特稿

马逮捕16名“伊斯兰国”嫌疑人

据新华社日内瓦 9月 26 日电
在日内瓦召开的万国邮政联盟（简称
万国邮联）第三次特别大会25日审议
通过了国际终端费改革方案。

153个万国邮联成员国参加了会
议，一致支持万国邮联国际局在成员
国意见基础上形成的融合方案V（与
会代表简称胜利方案）。美国代表团
团长纳瓦罗确认，美国将继续留在万
国邮联。

万国邮联国际局总局长比沙·侯
赛因在发言中表示，经过漫长和艰苦
的谈判，成员国始终充满信心，本着互
利共赢，协商一致的精神，最终形成了
为各方所接受的改革方案。

方 案 V 综 合 考 虑 了 成 员 国 在
成本覆盖和市场发展的不同诉求，
同时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小国的利
益关切。

会上，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
日本、南非、葡萄牙、乌克兰等60多个
成员国发言，表达了坚定支持万国邮
联多边机制和普惠原则、维护万国邮
联单一邮政领域、推动全球邮政在
跨境电子商务中可持续发展的强烈
意愿。

万国邮联通过
终端费改革方案

9月16日，在也门塔伊兹，缺少教室的学生在户外上课。
联合国驻也门人道事务协调员莉丝·格兰德25日发表声明说，今年

以来，也门冲突已造成700多名平民死亡、约1600人受伤。
新华社发

联合国称今年也门冲突
已造成2300余人伤亡

（上接第八版）
古往今来，国家强盛才能人民安

乐，民族团结才能天下太平。历史上
有太多太多宗教战争、民族纷争，现实
中有太多太多国家分裂、种族仇杀，覆
巢之下、安有完卵，弱国乱邦、何来逸
民……有人忧虑，如果没有强大的党
领导的强大国家，如果没有融为一体
的中华民族，中国不知会被肢解成多
少随风飘零的碎片。当今中国用事实
作出回答，她以一个悠久文明的自信
和包容，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手足相
亲、守望相助，实现了各民族一视同
仁、一律平等，真正“像石榴籽那样紧
紧抱在一起”。

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曾经问英
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如果再生为人，您
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年迈而睿智的汤
因比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

（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成立60 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中
国有96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 个民
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
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中国
道路的坚持与宣示，铿锵有力、振聋
发聩。

这条路，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最
初的追求和夙愿，凝结着中国人民不
懈的追寻和期盼。

这条路，浸染着无数英烈的鲜血
和汗水，浸透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拼
搏和奉献。

这条路，接续着五千年文明的不
屈和倔强，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梦想和希望。

这条路来得极不容易，这条路需
要倍加珍惜。

……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
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
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
下去。”

70年弹指一挥间，70年出发再向
前，中国和中国人民正站在历史与未
来的交汇点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身后是前人寄
望的目光。

我们走在大路上，满怀豪情朝着
太阳的方向。

我们走在大路上，脚踏人间正道、
何惧世事沧桑。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人间正道是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