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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 2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2 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英国剑桥公爵威廉王子。

习近平首先欢迎威廉王子访
华，请他转达对伊丽莎白二世女
王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
期待年内应女王邀请访问英国，
同英国领导人共同规划中英关系
未来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英两国都是
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拥有广泛
共同利益，肩负着促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的重要责任。目前，中英
关系很好，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正在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双方
贸易额已超过 800亿美元，英国也
是中国投资主要目的国，两国在
金融、核电、高铁等领域合作不断
取得新进展。今年是中英文化交
流年，中英是东西方文明的重要
代表，两国加强交流合作必将为
世界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英国王室在英
国和世界都很有影响力，王室成
员多年来关心和支持中英关系发

展，为推进两国贸易、环保、人文
等领域交流合作做了很多工作，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欢迎王室成
员多到中国来访问。

威廉向习近平转交了伊丽莎
白二世女王的邀请信，表示女王
邀请并热切期待习近平访英。威
廉王子表示，近年来，两国经贸关
系迅猛发展，人文交流活跃。我
愿为两国友好合作，特别是青年
交流作出自己努力。

双方还饶有兴趣地谈及两国
体育交流。习近平表示，威廉王
子十分喜欢足球，中国愿向包括
英国在内的世界强队学习。中英
足球合作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
2013年中超联赛和英超联赛签署
了合作意向书。威廉王子表示，
我知道习主席也是足球迷，我希
望有更多中国选手来英参加英超
比赛。双方在举办奥运会方面进
行过很好合作，希望两国继续加
强包括体育在内的文化交流。

双方还就野生动物保护交换
了意见。

“ 中 国 怎 么 样 ，很 大 程 度 上 决 定 了
2015 年世界会怎么样。”德国柏林学者夫
罗里扬在中国两会前夕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的这句话，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今世界
越来越认同的一个事实：中国好，世界也
会好。

春回大地，当中国进入“两会时间”之
时，世界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东方。诚如《日
本经济新闻》所指出的那样——“北京政治
吸引世界注意力。”

过去一年里，世界阴霾不散——地缘政
治局势紧张，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一些经济
体本币缩水、经济失速、失业率高企。人们
希望，东方的阳光能温暖世界，“中国引擎”
继续带动世界经济走向晴朗。

中国经济备受国际舆论关注，原因显而
易见：中国经济好，世界跟着沾光。眼下，中
国经济“新常态”已是国际经济界的“流行

词”，深入研究“新常态”更成为业界学人的
“必修课”。两会前夕，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
增速的关注度有增无减，尽管一些人对增速
放缓有些担心，但普遍认为，中国将继续为
全球经济带来新动力。

目前，中国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即使
是 7％的增长，年度现价增量也达到 8000 多
亿美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丹尼·奎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撰文写道，对世界来
说，中国今天的 7％比 10 年前的 12％更有实
际意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不久
前发表名为《中国世纪》的文章，认为“中国
经济以拔得头筹之势进入 2015年，并很可能
长时间执此牛耳。”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
瓦布更有论断：“中国仍可能是对全球经济
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中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随处可见。
深层次的不说，仅去年中国超过 1 亿人次
的出境游，中国游客海外支出达到创纪录

的 1648 亿美元，这些“会走路的钱包”给海
外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真金白银”。悉
尼 大 学 商 学 院 教 授 汉 斯·亨 德 里 希 克 指
出，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为中国的贸易伙
伴带来红利，帮助许多国家的人提高了生
活水平。

中国改革，牵系世界。众所周知，2015
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四个
全面”的战略布局正在协调推进。2015年的
两会将把全面深化改革蓝图转变为具体的
政府决策，上升为国家意志。改革的每一
步，不仅与 13 亿中国人休戚相关，而且牵系
世界；改革带来的“红利”，不仅让中国人受
益，而且世界也能分一杯羹。法中协会主席
雅克·温明登的话很有代表性：“我对中国改
革充满信心。”

中国反腐，世界叫好。两年来，中国掀
起一波接一波的反腐浪潮得到国际社会高
度赞赏。2015年，中国如何将反腐败斗争引
向深入，如何切实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

腐的有效机制，世界也在期待。巴西利亚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阿热米罗·普罗科
皮奥指出，官商勾结、腐败横行曾经令许多
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严打腐败是
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保障。

2015 年将是“一带一路”战略全面铺开
的一年，国际社会将关注两会上是否有新动
向。舆论认为，“一带一路”将成为亚太地区
乃至世界的增长源。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
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

“一带一路”将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巩固整个
地区的发展与安全稳定，顺应经济区域化的
发展形势，对地区经济秩序的形成也有促进
作用。

中国红利，世界分享——这个朴素道理
愈来愈深入人心，赢得世界共鸣。两会伴随
迎春花而来，改革的步伐“蹄疾而步稳”，一
个锐意进取、充满活力的中国必将为激荡中
的世界增添信心和希望。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新华社莫斯科3月 2日电 俄罗斯反对
派领导人、前副总理涅姆佐夫 2月 27日晚在
首都莫斯科市中心遭不明身份人员枪击身
亡。在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饱受西方制裁、
国内经济陷入困境的背景下，这起事件的外
溢效应备受关注。分析人士认为，涅姆佐夫
遇害案是对俄领导层发出的挑战，但俄当局
有能力管控好此事件对国内局势产生的负
面影响。

举行悼念游行
枪击案发生后，俄总统普京迅速责成有

关部门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案，并要求该小

组随时向他汇报调查进展情况。普京随后
在发给涅姆佐夫母亲艾德曼的慰问电中表
示，俄有关部门将尽一切努力使事件的策划
者和执行者受到应有惩罚。

涅姆佐夫遇害后，俄反对派取消原定于
3月 1日在莫斯科马里伊诺区举行的反危机
大游行，决定于 1日在莫斯科市中心为涅姆
佐夫举行悼念游行。莫斯科当局迅速批准
了反对派提出的游行申请，并采取严密安保
措施，使数万人参加的悼念游行总体有序进
行。

俄政治学家孔科夫认为，反对派和执政
当局迅速就举行悼念游行事宜达成一致，这

是二者之间开展对话的积极步骤。

西方主观臆测
针对涅姆佐夫被害案，俄各界人士纷纷

表态，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不要让那些企图
通过此事件扰乱俄国内局势的势力得逞。

公正俄罗斯党领导人米罗诺夫指出，凶
手希望以此造成俄国内局势混乱，“在当前
条件下，民众保持警惕和平静是回应挑衅者
的最好方式”。

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
员会主席科萨切夫认为，一些势力试图把涅
姆佐夫被害与俄领导层联系在一起，但这是

毫无根据的臆断，俄领导层和俄国家形象不
会因这起案件而受损。他指出，西方国家企
图将此案政治化，这是不道德的。

去年 3月以来，西方国家因乌克兰问题
对俄实施多轮制裁，俄罗斯也采取了反制措
施。“制裁战”与国际油价下跌因素叠加使俄
经济陷入困境，经济形势恶化对百姓生活产
生了负面影响。

面对外来压力和国内经济困难，普京的
支持率一直保持高位。根据俄独立民调机
构“列瓦达中心”最新民调结果，普京今年 2
月底的支持率达 86％，比去年 1月份高出 20
多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指出，普京支持率飙升与克里
米亚加入俄罗斯和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所
持立场有关。普京一直受到广泛欢迎，原因
在于俄民众珍视现在的稳定生活，而且认为
这一切都得益于普京推行的政策。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副主席热列兹
尼亚克认为，西方政治家通过制裁达到经济
目的和政治目的，试图分裂俄社会，但是他
们失算了，俄社会反而因制裁团结起来。

俄方任重道远
去年以来，俄当局还出台多项旨在维护

社会稳定的举措，包括限制外国股东在俄媒
体中持有的股份份额，为促进国家发展、保
障社会稳定提供良好舆论环境。与此同时，
俄立法机构不断完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
律法规，不给企图在俄领土上为其他国家谋
取利益的人以可乘之机。

去年，俄政府还采取综合措施打击极端
主义。普京指出，当今世界“极端主义被利
用为地缘政治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工
具”，那些所谓的“颜色革命”带来多么惨痛
的后果，相关国家的人民经历了或正在承受
多么严重的动荡。这给俄罗斯带来警示，俄
当局将尽一切努力防止类似情况在本国上
演。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俄政府采取了诸多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举措，但如果目前经
济困局持续较长时间，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
社会问题，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因此，俄当局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仍任重道
远。

或为抗议军演
声明说：“今天6时23分至6时41分之间，

朝鲜从西部港口城市南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
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射程约为490公里。”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官员推测，从射程来
看，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可能是飞毛腿—C
或飞毛腿—D。这名官员同时表示，鉴于朝
鲜可能发射更多飞行物，韩国军方正加强警
戒，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韩国国防部一名负责人说，朝鲜此举意
在抗议韩美两国当天启动代号为“关键决
断”和“秃鹫”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

韩联社报道，“关键决断”从 3 月 2 日持
续至 13日，大约 1万名韩方和 8600名美军人
员参加。这主要是用电脑模拟等方式进行
的联合指挥所演习，测试各种场景，以促进
韩美军方的联合行动和作战能力。演习过
程中，韩国军方联合参谋本部在指挥行动方
面扮演主导角色。

“秃鹫”演习时间为 3 月 2 日至 4 月 24
日 ，大 约 20 万 韩 方 和 3700 名 美 军 人 员 参
加。这是动用实际兵力和装备的野战训练
演习，涉及海、陆、空军种。

今年 2 月 8 日，朝鲜曾向朝鲜半岛东部

海域发射 5枚短程导弹。媒体猜测，朝鲜那
次试射导弹可能与韩美年度军演有关。

“不会袖手旁观”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 2日通过朝

中社发表声明，谴责韩美联合军演是“侵略
朝鲜的核战争演习”，朝鲜方面将对此予以

“无情打击”。
这份题为《朝鲜人民军不会对“关键决

断”和“秃鹫”袖手旁观》的声明写道：“针对
美国帝国主义及其随从者的侵犯，对话或和
平手段都不能用，只能以无情的打击回应。”

声明同时说，朝鲜人民军不会对目前的
局势袖手旁观。不论是常规战争、核战争还
是网络战争，朝鲜方面都会予以还击。

朝鲜一贯主张，美韩军演是导致朝鲜半
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是对朝鲜
的军事挑衅，停止军演是改善朝韩关系的先
决条件。

今年年初以来，朝鲜一直谴责“关键决
断”和“秃鹫”是侵略战争演习，强烈要求韩
美停止演习。朝鲜 1月还提议：朝鲜暂停核
试验，以换取美韩暂停联合军演。不过，这
项提议遭美国和韩国拒绝。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巴黎3月 2日电 法
国枫丹白露城堡中国馆 1日被盗，
约 15 件珍贵藏品失窃，法国文化
部、警方反文物走私部门和城堡
管理委员会已经开始对此案展开
调查。与此同时，城堡宣布中国
馆将闭馆数月。

据枫丹白露城堡官方网站发
布的消息，当地时间 1日清晨 6时
许，几名窃贼闯入了城堡中国馆，
在 7 分钟内盗走了包括清朝乾隆
年间掐丝珐琅麒麟在内的约 15件

珍贵藏品。
枫丹白露城堡负责人指出，失

窃的藏品都是“无价之宝”。他认
为，盗贼的作案手法非常专业，对
中国馆非常了解，而且目标明确。

枫丹白露城堡中国馆保存并
展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之妻欧
也 妮 皇 后 的 私 人 收 藏 品 ，包 括
1860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掠的
大量珍贵文物。中国馆是城堡内
安保级别最高的区域之一，装有
摄像头和警报器。

中国好，世界也会好
■两会·国际时评

俄前副总理遇害案受关注，分析人士指出

俄有能力管控国内局势

朝鲜发射两枚短程导弹
韩方认为朝鲜此举意在抗议韩美军演

习近平会见威廉王子

法国枫丹白露宫被盗
失窃藏品多数来自中国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3月2日发表声明说，朝鲜当天清晨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疑似为飞毛腿导

弹的短程弹道导弹。韩国方面认为，朝鲜此举明显是为抗议韩美两国当天开始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

这是 2 月 8 日由朝中社提供的资料照片，一艘朝鲜人民军海军舰船在朝鲜附近海域
试射一枚新型“反舰火箭”。 新华/法新

3月 1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反对派参加涅姆佐夫的追悼游行。 新华/法新

3月 1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以色列士兵在军事演习中“逮
捕”扮演巴勒斯坦示威者的士兵（穿红 T 恤者）。为期两天的军演将模
拟一系列不同的场景，如以色列公民被绑架、以安全部队与巴勒斯坦
示威者发生大规模冲突等。 新华/法新

以军举行大规模军演

1.资格预审文件获取时间及地点
2015年 3月 2日至 2015年 3月 6日，每日上午 9时至 11时，下午 3

时至 5时（北京时间）到南阳市公路管理局 409室获取。
2.项目其他相关信息可通过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河南招标采购

综合网、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及南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询。
3.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河南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绿地原盛国际 1号楼 B座 4层
联系人：吕先生 电话：13253438953
邮箱：591498704@qq.com

2015年3月2日

省道 103线新野县城北至省界段公路改建工程、省道 103线宛城区
刘寺至双铺段公路改建工程施工及施工监理招标资格预审公告

公 告
河 南 九 嘉 律 师 事 务 所 于

2013 年 9 月经河南省司法厅批
准设立，为个人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是苌永亮，住所地郑州市
上街区新安东路 60号。现在我
所将改制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请我所的各位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一个月内向我所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河南九嘉律师事务所

遗失声明
▲李辰红二级建造师证书

丢失，证书编号：0070053，声明
作废。乔朋辉二级建造师证书
丢失，证书编号：0070068，声明
作废。

▲潘庆胜 08023105号自考
大专毕业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王笑然，女，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 410180454）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分 类 信 息

据新华社北京3月 2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日就中方将举
行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答记
者问时表示，今年，中方将根据惯
例并参照各国作法，在北京隆重举
行纪念活动，包括举行纪念大会、
阅兵式、招待会和文艺晚会，习近
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将出席。

有记者问：今年是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 周年，中方将举行哪些纪念
活动？

华春莹说，今年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长期以来，
中国政府每逢五、逢十周年，都举
行相关纪念活动。今年，我们将根
据惯例并参照各国作法，在北京隆
重举行纪念活动，包括举行纪念大
会、阅兵式、招待会和文艺晚会，习
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将出席。
中方还将邀请第二次世界大战主
要参战国、亚洲国家和其他地区国
家领导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
人、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
际友人或其遗属出席。

我外交部就中方将举行抗战胜利 70 周
年纪念活动答记者问

习近平将出席纪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