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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军情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10月 28

日发布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

吸引外资 730亿美元，继续成为全球

第二大外资流入国。无独有偶，世界

银行此前发布的《2020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 190个经

济体中排名第31位，较去年的第46位

大幅提升。

在当前世界经济同步放缓、不确

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营商环境的

改善，一方面表明中国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成效显著，另一方面折射出中国

市场吸引力、创造力和竞争力不断增

强，将继续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发挥

积极作用。

作为基本国策，对外开放为中国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不竭动

力。进入新时代，中国依然没有放缓

开放的步伐。出台《外商投资法》、持

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大幅放宽金融

业市场准入门槛、实施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制度……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动

营商环境更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

化，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升。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

体，也是我国营商环境改善的见证者和

受益者。2017年至2019年全球跨国企

业最佳投资目的地排名中，中国继续稳

居全球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不少跨

国公司的中国区负责人表示，中国持续

推动各经济体之间的自由贸易，努力落

实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为其企业

在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然而，某些西方国家却对此置若罔

闻。他们无视中国持续推进减税降费

措施，与全球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

却批评中国的贸易制度；他们无视中国

陆续出台法律法规，为扩大外资市场准

入、更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

供法治保障，却抹黑中国的市场环境。

事实上，中国积极改善营商环境、

扩大对外开放的举措有目共睹。明年

开始施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政

府法规形式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

提供制度保障，这在中国营商环境制

度建设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路透社

等海外媒体报道称，条例的实施将维

护市场的公平竞争，改善外资企业营

商环境，有利于保障在中国营商的外

资企业的相关权益。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营商环境只会越来越好，为全球跨国

公司创造的机遇只会越来越多。”在不

久前举行的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

峰会上，中国向世界传递出坚定扩大

开放的立场、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和

持续创造机遇的诚意。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

势。改善营商环境，不断增强中国市

场的吸引力、创造力和竞争力，也是中

国始终坚持扩大开放的必然选择。只

有开放才能带来发展，也正是开放，让

中国拥有了巨大的投资吸引力。

从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

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广自由贸易

试验区，再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举

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个开放的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也在造福世

界。互联互通、联动增长是世界走向

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中国营商环境

的持续改善、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必

将带来更多发展机遇，让世界受益。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仍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吸引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市场
■张 丹

10月27日，叙利亚外交部发表

声明称，叙库尔德武装已开始向叙土

边界以南30公里外地区撤离，叙政

府不仅对此表示欢迎，同时还表示将

保障多样化民族结构，向所有重新融

入叙利亚社会、回归民族团结的公民

敞开大门。一度紧张的叙北部局势

得到了缓解，叙利亚的未来将向何处

去？

一直以来，库尔德武装作为叙利

亚境内的一股地方割据势力而存在，

与叙政府军和反对派形成三足鼎立

的态势。然而，面对土耳其大兵压

境，自身又失去美国支持的困境，库

尔德武装迅速调整策略，与叙政府军

达成妥协。无疑，这对于叙政府巩固

政权有着积极作用。

然而，在叙境内建立自治区、争

取独立一直是库尔德人的夙愿。眼

下，库尔德武装的撤离究竟是卧薪尝

胆以期来日东山再起，还是大势已去

自此委曲求全？对此，中国社会科学

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章波

表示，叙政府军会乘机收复更多的领

土，但叙境内的库尔德人也会向叙政

府争取一定的自治权力。

“库尔德武装尚存重新崛起的空

间，但想维持之前被叙政府认可的半

独立状态，可能性较小。”上海外国语

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钮松说，由于

叙利亚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加之

“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有可能卷土重

来，库尔德武装依然是叙政局不可忽

视的一支力量。尽管库尔德武装失

去了美国的支持，但叙政府为了抵抗

土耳其和美国的军事干预、维护国家

主权和收复领土，可能会积极拉拢叙

利亚库尔德人。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此次事端挑

起者的土耳其，对于深入参与叙局势

却并不是那么热衷。土耳其眼下的

目标是解决库尔德问题，倘若未来叙

库尔德武装力量遭到削弱，土耳其的

政策也势必作出相应的调整。

然而，地区大国无意，不代表域

外大国无心。在章波看来，虽然美国

在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有

所下降，但其并未放弃制衡俄罗斯在

该地区的影响力。10月24日，美国

国防部宣布将向叙东部增派军事力

量，以加强对叙油田的控制，防止油

田重新落入极端分子手中。但事实

上，美国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防止俄罗

斯、伊朗、土耳其等国彻底排挤美在

叙影响力，以确保其在叙事务中的发

言权。可见，未来叙局势走向依旧要

受到大国中东战略的影响。

对于叙利亚的盟友兼靠山俄罗

斯而言，叙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章波指出，俄在叙最重要的利益

是维护其在叙军事基地，夯实其在叙

立足点，并以此制衡美国的战略压

力，为此俄无疑将继续力挺巴沙尔政

权，而美国对此也心知肚明。

叙利亚问题引发的大国博弈是

台多幕大剧，目前远未到终章。叙

国内根深蒂固的民族、宗教矛盾依

然存在，政权、统一及重建问题也有

待解决，域外及地区大国既合作又

矛盾的局面依旧错综复杂，叙民众

期许的和平何时到来，还取决于大

国之间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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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记
者朱超）首届国际边界合作研讨会 29日
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及 14个邻国和周
边国家边界主管部门的官员、代表、驻华
大使及专家学者参加。

各方一致认为，中国与 12个陆地边
界邻国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为地区乃

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中国经验”对于世界各国和平解
决边界争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各方同意进一步加强陆地边界
工作政策理念及经验做法的交流，推进
边界管理与合作水平的提升。

首届国际边界合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据 新 华 社 明 斯 克 10月 28日 电

（记者魏忠杰、李佳）白俄罗斯国防部长
拉夫科夫 28日表示，针对北约在白俄罗
斯边境增加军事部署并将举行大规模
军演，白方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做出对
等回应。

拉夫科夫当天对媒体说，近年来北
约在白俄罗斯邻国部署的兵力成倍增
加，最近在距离白俄罗斯边境仅 15公里
的立陶宛帕布拉德市附近的训练场部署
了坦克营，北约明年还将在白俄罗斯邻
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举行“防御者”大规模
军事演习。

白俄罗斯将对北约在白边境

增加军事部署做出对等回应

据新华 社 巴 格 达 10月 27日 电

（记者白平）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中南部
多个城市 27日继续发生示威抗议活动，
连续 3日的示威抗议引发的冲突已导致
74人死亡、3654人受伤，另有约 90座政
府设施和私人建筑物被点燃。

自 25日起，伊拉克多个城市爆发新
一轮示威抗议活动，示威者继续抗议政
府腐败、缺少公共服务及高失业率，呼吁
政府推进改革。

伊拉克新一轮示威抗议

死亡人数升至74人

据新华社开罗10月29日电 （记
者李碧念）埃及内政部 29 日发布声明
说，埃及安全部队接到线报，一伙武装
分子躲藏在阿里什市一处农场废弃的
房子里，随后安全部队展开突袭行动，
在交火中打死了至少 13 名恐怖分子，
缴获一套爆炸装置和两条自杀式爆炸
腰带及部分枪械。该处房屋是武装分
子用于培训人员、策划针对安全部队袭
击的基地。

埃及安全部队打死

至少13名武装分子

马里加奥，地处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干旱炎热，

沙尘四起。2016年6月，中国第4批赴马里维和工兵

分队官兵搬入超营，满眼尽是贫瘠与荒芜，了无绿意。

从那时起，一茬茬维和官兵在接力维护世界和平的同

时，精心栽种下一株株、一颗颗象征希望的树木、种

子。3年多过去，中国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营区已是郁

郁葱葱。联合国环境部门官员马马杜到分队营区视察

时说：“感谢你们为马里增添了绿色的生命色彩！”中国

红、和平蓝、生命绿交相辉映，绘出一幅别样的画卷。

图①：被官兵们称作“园丁兄弟”的李佳伟和王
宇，精心照顾着营区植物。

图②：2016年，中国第4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
队官兵刚刚入驻超营时，满眼荒芜。

图③：2019年，在中国第7批赴马里维和工兵
分队官兵的接力呵护下，营区已是绿意盎然。

张 鑫、本报特约记者高 嵩摄影报道

中国红·和平蓝·生命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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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巴特10月29日电 当地
时间 10月 29日上午，在中国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和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指导支持
下，五洲传播中心和拉巴特中国文化中
心联合承办的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
展映推介会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举行。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
民、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李立和来自摩洛
哥通讯部、摩洛哥恰德电视台、埃及金字
塔报业集团、伊斯兰教科文组织等政府
部门、媒体文化机构的中摩两国及阿拉
伯国家代表逾100人出席了活动。

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由中国五
洲传播中心与美国探索频道联合制作出
品，通过一系列鲜活生动的故事案例，系
统阐释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成
就。该片此前已在探索频道等多家国际
媒体播出，引发热烈反响。

郭卫民在致辞中表示，中摩两国建
交 60多年来，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合作共赢原则，双边关系持续、健
康发展。他希望通过《习近平治国方略》
的展映，与摩洛哥各界人士更好地分享
中国领导人的治国方略，中国的发展经
验以及中国人民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不
懈奋斗的精彩故事。他呼吁两国以携手
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快对接发展
战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摩战
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新台阶。

展映现场，摩洛哥各界代表普遍对
《习近平治国方略》予以高度评价。据
悉，《习近平治国方略》今后将陆续在摩
洛哥恰德电视台等摩洛哥主流媒体平台
播出。

此次在摩洛哥展映，标志着由中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发起的“视听中国 全球播映”活动正式
走进摩洛哥。该活动围绕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主题精选 70余部影视节目，推
动在全球 50多个国家的 60余个主流媒
体平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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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记者马
卓言）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9日就美有关
官员近日涉藏言行表示，中方强烈敦促美
方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
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近日在印度同达赖
进行会见。布朗巴克称，美支持西藏人
民及达赖喇嘛，认为挑选达赖喇嘛继任
者不属于任何政府或实体。布朗巴克
还称西藏民众不被允许在西藏自由信
奉宗教。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十四世达赖是打着宗教幌
子在境外长期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

治流亡者，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官方
人士同其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美官
员有关言行违反美方关于承认西藏是
中国一部分、不支持“藏独”的承诺，中
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耿爽说，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
有的传承方式，有固定的宗教仪轨和
历史定制。中国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颁布有《宗教事务条例》和《藏
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尊重和
保护藏传佛教这一传承方式。达赖喇
嘛活佛转世系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
史，十四世达赖本人就是按照宗教仪
轨和历史定制寻访认定，报请当时的

中央政府批准继位的。因此，包括达
赖喇嘛在内的活佛转世，都应当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宗教仪轨、历史
定制。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停止同达赖集

团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停止发表不负
责任言论，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
内政，多做有利于促进中美互信与合作
的事，而不是相反。”他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记
者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9 日表
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证
据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滥用国家
力量，打压特定中国企业，敦促美方停止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对中国的蓄意
抹黑和指责，为中国企业在美正常经营
活动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计划于 11月举行
投票，决定是否将华为和中兴公司定为
国家安全风险，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将不
会被列入美农村电信运营商 85亿美元
政府基金的可采购名单中。请问中方
对此有何评价？

耿爽说，中方已多次就这个问题表
明立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拿不出
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
滥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中国企业。美
方这种经济霸凌行径是对美方自己一
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否定，也不会
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国家

安全概念，停止对中国的蓄意抹黑和指
责，停止对特定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为中国企业在美正常经营活动提供公
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多做有利于促
进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情。”耿爽说。

外交部发言人——

强烈敦促美方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坚决反对美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压特定中国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