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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特别外长会7 日在重庆举行，与会中
国和东盟成员国外长梳理了中国和东
盟30年合作成果和经验，围绕抗击疫
情和经济复苏主线，就下一个30年的
中国-东盟关系深入沟通交流，努力
推动双方关系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

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踏入
“而立之年”，对双方关系具有继往开
来的特殊意义。今年以来，中国和东
盟国家互动加强，从中国国务委员兼
外交部长王毅1月对东南亚四国进行
正式访问，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和菲律宾四国外长3月底至4月初
集中访华，再到此次双方在当前依然严
峻的疫情形势下举行线下特别外长
会，充分体现了各方对新形势下发展
中国-东盟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期待。

1991年，中方应邀出席在吉隆坡

举行的第24届东盟外长会，正式开启
了中国和东盟对话进程。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中国和东盟合作实现跨越式
发展，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成功、最
具活力的典范。这离不开双方始终把
对方放在对外关系的首要位置；始终
以民为本，聚焦务实合作；始终秉持伙
伴精神，携手应对重大挑战；始终坚持
开放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始终以大局
为重，把分歧放在适当位置。

去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中国与东盟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双方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升华。眼
下，东盟抗疫形势依然严峻，传染力更
强的变异毒株给东盟国家防疫带来更
大压力；全球新冠疫苗分配不均，致使
东盟国家迟迟无法快速提升接种率、
建立免疫屏障。疫情发生以来，中国
克服自身困难，积极向东盟国家提供

抗疫物资和技术援助，已向东盟国家
交付1亿多剂新冠病毒疫苗。中国疫
苗已经成为东盟构筑“免疫长城”、弥合

“免疫鸿沟”的重要依靠。中方已表示，
将继续与东盟各国团结抗疫，根据东盟
需要，向东盟国家提供更多疫苗，开展
疫苗研产、采购、监管及接种合作。

深化抗疫合作、推动经济复苏、提
升关系水平、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
则”、坚持维护多边主义、共同弘扬亚
洲价值，对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方
向，中方提出的倡议既着眼当下，又放
眼长远。

在疫情背景下，中国和东盟经贸
投资合作逆势上扬，双方互为第一大
贸易伙伴，共同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引领区域经济复
苏。今年以来，疫情反复让东盟国家
的经济再次受到严重冲击。正在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国将为包括东盟
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大市场，
更多机遇，更强动能，也必将成为东盟
国家和地区经济疫后复苏的重要保
障。参加此次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
话关系 30 周年特别外长会的东盟外
长们表示，愿同中方更好对接发展战
略，推动东盟-中国关系更上一层楼。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携手迈步，
未来可期。中国和东盟 30 年前建立
对话关系种下的友好合作之树，如今
已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放眼未来 30 年，中国和
东盟一定能共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东亚特色的区域合作之路，打造更
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构
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记者 林 昊
新华社吉隆坡6月8日电

建立对话关系踏入“而立之年”

中国-东盟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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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今年
前5个月中国贸易货物进出口总值
同比增长近三成，持续保持进出口
稳中向好态势。海外媒体和业内人
士普遍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保持强
劲势头，将持续带动世界经济恢复。

中国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贸易货
物进出口总值达 14.76 万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28.2%，比2019年同期
增长21.6%。数据还显示，中国对东
盟、欧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进
出口均实现增长。

美国奥安达公司高级市场分析

师杰弗里·哈利认为，不管以何种标
准来衡量，中国持续强劲的进出口
数据“都很惊人”。他表示，数据显
示全球需求正逐步恢复。

英富曼环球市场公司高级市场
策略师乔纳森·卡夫纳7日接受彭博
社采访时表示，中国进出口数据“非
常健康”。国际市场需求正逐步恢
复，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对外开放，
这一趋势很可能会从第二季度末一
直持续到第三季度。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表示，最新
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恢复势头得到巩
固，经济增长的基础也在持续扩大。

这家国际评级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得益于国内
经济政策得力和外部需求持续恢复。

美联社报道说，中国5月进口额
大幅增长，除大宗商品国际价格上
涨这一因素外，还反映出中国出口
加工行业的原材料需求持续强劲。
这有助于周边许多原材料提供者，
例如生产电子元器件的亚洲国家和
地区的经济复苏。

美国《福布斯》杂志援引业内人
士分析表示，随着全球经济逐步恢
复，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势头或将在
近期再次加速。

海外积极评价中国外贸强劲增长

近年来，美国无
良政客屡屡炒作“中国
威胁论”，使出种种手
段抹黑中国。然而明
眼人看得很清楚，这

个世界上背信弃义不守规矩、不择
手段到处点火、任性退群破坏合作
的恰恰是美国。

美国是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的“惯犯”：蔑视《联合国宪章》主权
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发动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全球多
地策动“颜色革命”，绕开联合国对
叙利亚发动大规模空袭；凌驾于国
际人权标准和机制之上，不仅“双
标”而且信口雌黄以图私利；刻意阻

挠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
机构法官遴选，致这一重要国际机
构最终停摆。

美国是威胁世界地缘政治安全
的“元凶”：建国240多年，只有16年
没打仗，堪称“最好战的国家”；军费
常年高居世界第一，2019 年全球占
比近四成，超出排名在其之后10国
军费总和；任性退出《中导条约》，退
出伊核全面协议。近年来，美国重
拾冷战思维，蓄意制造对抗，更通过

“棱镜计划”等在全球大肆监听甚至
进行网络攻击。

美国还是扰乱全球合作互助机
制的“祸首”：肆意对他国合法合规企
业进行“长臂管辖”和单边制裁，给全

球经贸合作带来巨大阻碍；动辄加征
关税挑起国际经贸摩擦，严重冲击多
边贸易体系；一度任性退出应对气候
变化《巴黎协定》，给全球合力应对气
候变化挑战造成重大困扰。

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瓦尔特指
出，美国只要认为不利于己，就自行忽
略、逃避或改变秩序规则，美国应该坦
白承认，心里认的就是“强权即公理”。

国际社会也早已看清，美国骨子
里信奉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言行上暴露的就是“谁的胳膊粗、拳
头大谁说了算”的霸道逻辑。这样的
取向和做派，最终只能乱了世界，也
毁了自己。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美国才是世界一大“乱源”
新华
时评

SHIPING

上图：6月7日，在墨西哥首都墨
西哥城的一所学校，孩子们戴着口罩
上课。

下图：6月7日，学生在家长的陪
伴下回到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学
校上课。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7日起部分
学校恢复课堂教学，当地学生可以在
自愿的前提下回到学校上课。

新华社发

墨西哥城部分学校恢复课堂教学

据新华社联合国6月7日电 联合
国大会7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马
尔代夫外长阿卜杜拉·沙希德为第7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沙希德将于今年9月就任新一届
联大主席，任期一年。沙希德在当
选后发表的感言中表示，他任职期
间的五大工作重点是抗击新冠疫情、
谋求疫后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
等自然挑战、保护所有人的权利、振兴
联合国。

马尔代夫外长当选
新一届联大主席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7日电 根据
俄罗斯法律信息网站 7 日发布的文
件，俄总统普京当天签署退出《开放天
空条约》法律草案。普京签署该草案
后，俄方将在6个月后正式退出《开放
天空条约》。

2020 年 5 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
普指责俄罗斯违反《开放天空条约》，
美国国务院随即向该条约其他缔约国
通报退约决定。俄方表示，美国的指
责完全没有根据。同年11月，美国宣
布正式退出该条约。

普京签署退出《开放
天空条约》法律草案

据新华社巴黎6月7日电 法国
竞争事务监察总署7日发表新闻公报
说，因美国谷歌公司滥用在互联网广
告市场的主导地位，该机构决定对其
罚款2.2亿欧元。

公报说，监察总署经调查后认定，
谷歌为自己的在线广告交易服务提供
了竞争优势，损害了竞争对手和广告
发布商的利益，谷歌有关做法性质“十
分严重”。

法国对谷歌开出
2.2亿欧元罚单

据新华社柏林6月8日电 德国
联邦统计局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
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4月德国
工业产出环比下降1.0%。

数据显示，当月德国能源业产出
环比上升6.0%，建筑业产出环比下降
4.3%。剔除能源和建筑业后，4 月工
业产出环比下降0.7%。

德国4月工业产出
环比小幅下降

据新华社新德里6月7日电 印度
西孟加拉邦多地7日遭遇雷雨天气，至
少20人因雷击死亡，另有3人受伤。

据印度媒体报道，雷雨天气当天
在西孟加拉邦造成多人伤亡，其中穆
尔希达巴德和胡格利两地死伤人数最
多，各有9 人遭雷击死亡。伤者已被
送往当地医院救治。

印度西孟加拉邦
至少20人因雷击死亡

地处罗布泊大漠深处的新疆
马兰，屹立着一座用天山花岗岩
砌成的革命烈士纪念碑。这里安
葬着陈士榘、张蕴钰、朱光亚等为
我国核试验事业牺牲奉献的开创
者们。

被中央军委授予“献身国防科
技事业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的林
俊德也长眠于此。

林俊德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
军63650部队研究员，是我国核试
验爆炸力学领军人物、中国工程院
院士。他长期隐姓埋名、潜心铸造
大国重器，扎根新疆罗布泊戈壁大
漠 52 年，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
任务。

林俊德，1938年出生，福建永
春人。1955 年，考入浙江大学机
械系。1960 年，大学毕业的林俊
德参军入伍，从此隐姓埋名，成为
新中国核试验科研队伍中的一员。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
泊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林
俊德研制的“林氏”压力自记仪，在
我国第一颗核爆试验中首战立
功。自此，作为功勋装备，它应用
于各种高尖端武器试验之中，出现
在试验场的各个角落。

“我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核
试验。咱们花钱不多，干事不少。
搞科学实验，就要有一股子拼劲
儿。”这是林俊德经常引以为豪的
话。他担当10多项国防科研尖端
课题研究，一年几乎有300多天都
在大漠戈壁、试验场区度过。

2012年5月4日，林俊德被确
诊为胆管癌晚期。面对猝不及防
的重大变故，林俊德首先想到的是
已到关键时刻的国防重大科研项
目还未完成。

在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林
俊德和病魔赛跑，抓紧生命的最后
时光，为国防重大科研项目尽最后
的努力。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
快把思考很久、趋于完善的学术思
想和技术思路留给后人。

5 月 30 日下午 5 时 30 分，林
俊德要求把办公桌椅搬进病房。

这一次，他强撑着工作到当晚 9
时45分。

5月31日，从早上7时44分到
9时55分，林俊德先后9次下床工
作。这时他腹胀如鼓，呼吸困难，
已经极度虚弱，每点一下鼠标，都
要喘一大口气。

在笔记本电脑上，林俊德先
后整理科研资料 1.5G；3 次用加
密电话打到实验室指导科研工
作；当他感到稍微有点儿精力时，
又为一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写下
300 余字的评语和 6 条建议；在病
房两次召集课题组成员交代后续
实验任务。

5 月 31 日 20 时 15 分，林俊德
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生命最后
时刻，他只留下一句话：“死后把我
埋在马兰。”

“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
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这是
马兰基地官兵对林俊德的评价。

2018 年 9 月，经中央军委批
准，林俊德与张思德、董存瑞、黄继
光、雷锋等各时期英模一起，成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挂像英模。
2019年9月，林俊德被评为新中国

“最美奋斗者”。
李清华 高 腾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7日电

林俊德：铿锵一生 淡泊一世

林俊德（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曼谷 6 月 7 日电
（记者宋宇 任芊）泰国7日启动
全国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计划，首
批对象是已向政府登记申请接种
的老人和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

泰国总理巴育当天在曼谷挽
赐中央车站接种点正式启动这一
接种计划。他说，全国性接种旨在
让泰国人和在泰外国人都能免费
接种新冠疫苗，尽早回归正常生
活，也让泰国能打开国门欢迎游
客，恢复经济。

据泰国公共卫生部介绍，当天
接种计划启动两小时内，986个接
种点就为超过 14 万人接种了疫
苗。根据该计划，本月将接种至少
600 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和中国科
兴疫苗。

据泰国公共卫生部统计，截
至 6 日，泰国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约 422 万剂，约 136 万人完成两剂
接种。

泰国政府计划到2021年底为
约70%的人口完成两剂接种。

泰国启动全国
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据新华社科伦坡6月8日电
（记者唐璐）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
雅·拉贾帕克萨 7 日表示，科伦坡
港口城将被打造成关键的服务业
枢纽，期待世界各地投资者利用港
口城的投资机会。

戈塔巴雅在2021年斯里兰卡
投资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说：“我
们鼓励各国商界领袖来斯里兰卡
投资，充分利用港口城为投资者带
来的独特优势和众多机遇。”他强
调，斯里兰卡政府将尽最大努力，

为投资创造有利环境。
斯里兰卡议会5月20日投票

通过政府提交的《科伦坡港口城经
济委员会法案》。在该法案下，科
伦坡港口城将为符合条件的企业
和个人提供税收减免政策，简化行
政审批手续，提升投资便利度。

戈塔巴雅表示，斯里兰卡正在
实施一项计划，争取十年内实现转
型和快速增长，到 2030 年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约 8000
美元。

斯里兰卡总统说
科伦坡港口城期待全球投资者

6月6日，在保加利亚卡赞勒克，人们在玫瑰节采摘仪式上表演。
保加利亚久负盛名的玫瑰节本周末在“玫瑰之都”卡赞勒克进入高

潮。卡赞勒克距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约200公里，地处巴尔干山脉南麓
一狭长谷地的中心，谷地因种植玫瑰而闻名于世。

新华社记者 林 浩 摄

保加利亚卡赞勒克庆祝玫瑰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