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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与奠基

12 月 2 日是老挝国庆日。
老挝副总理宋沙瓦·凌沙瓦今

年 9 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说，中老铁路在年内开工就是为了

“给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 40 周
年献礼”。

当日上午，老挝举行了阅兵仪
式。除了整齐的军队方阵，阅兵式
上还出现了一些极具老挝特色的

“稻草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当地时间 11 时，中老铁路（磨

丁至万象铁路项目）奠基典礼在老
挝首都万象塞塔尼县赛村举办，从
现场图片可看到，挖掘机依次排
开，与会代表手持铁锹，由气球粘
贴而成的老挝国旗缓缓升空。

按照规划，中老铁路将于 2020
年建成通车。此外，老挝还计划在
同一年，摘掉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

这条铁路不仅连接着中国，未
来还将连接泰国乃至马来西亚等
国家的铁路，承载着老挝从内陆

“陆锁国”到“陆联国”的转变之梦。

“数读”中老铁路

中国政府网公布的信息显示，
中老铁路是第一个以中方为主投
资建设并运营、与中国铁路网直接

连通的境外铁路项目，全线采用中
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项目
总投资近 400 亿元人民币，由中老
双方按照 7∶3 的股比合资建设。

这段铁路从两国边境磨憨/磨
丁口岸进入老境内后，向南依次经
过孟赛、琅勃拉邦、万荣至首都万
象邻近泰国的跨湄公河新桥，全长

427.1 公里，其中 60%以上为桥梁
和隧道。建设标准为国铁Ⅰ级、单
线设计、电力牵引、客货混运，最高
时速 160 公里。

按已经运行通车的同标准铁
路实际运行时速计算，未来从万象
搭乘火车至磨憨可能仍需 5 个小时
以上，而至昆明则可能需要 10 个小

时以上，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跨越。
目前，从云南昆明至老挝万象

有往返的大巴，沿途盘山公路多，
单程就需很长时间。北京外国语
大学的研究生邵文文曾独自一人
搭 乘 大 巴 沿 着 这 条 公 路 前 往 万
象。谈起这段经历，他说：“沿途景
色不错，但单程需要两天三夜，十

分累人，未来有火车就好啦。”

留学生：盼望铁路开通

老挝目前仅有一段长约 3.5 公
里的铁路连接泰国。中老铁路开
建，对于改善老挝落后的交通基础
设施、促进老挝经济发展意义重
大。

正是由于目前的落后状况，中
老铁路一直令人期待。

两名在华留学的老挝学生表
示自己和老挝朋友都非常期盼中
老铁路早日建成。

山东大学的老挝留学生松赛·
蓬比达中文讲得十分流利，他还有
个中文名叫王浩斌。

谈到 12 月 2 日开工的中老铁
路，学经济的王浩斌首先想到的是
商品贸易与旅游。“它能把老挝的
产品送到中国各地，也可以将中国
的商品运到老挝和其他东南亚国
家，能极大地降低成本。”

铁路的便利也定会推动旅游业
发展。他说：“我以后可以带家人和
朋友（坐火车）一起来中国旅游。”

北京体育大学的老挝留学生
但端·蓬马扎的中文名叫李达，他
说中老铁路的开工让他“很激动”，
希望这个项目能给老挝留学生带
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中老铁路老挝段举行奠基仪式
2020年可坐火车去东南亚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
胡 12 月 1 日首次承认，以色列军队

“有时”在叙利亚行动，目的是铲除
对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威胁。

这番话是以色列政府首次公
开承认在战火肆虐的叙利亚境内
进行军事活动。

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伊朗和黎
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是老冤家。
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以色列据
信多次在叙境内空袭向黎巴嫩转运
武器的车队，旨在阻止真主党获得

俄罗斯制防空导弹和伊朗导弹。
以色列政府先前对此一直保持

沉默，没有承认或否认这些行动。
先后由哈菲兹·阿萨德及其次

子巴沙尔担任总统的叙利亚也是
以色列的老对头。1967 年第三次
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侵占水资源丰
富的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后宣布
将其吞并，国际社会从未予以承
认。叙利亚先前长期在戈兰高地
附近部署重兵。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以色列承认在叙空袭

新华社专电 欧洲小国卢森堡
首相格扎维埃·贝特尔 12 月 1 日
说，他将提议组建成员全为欧洲小
国的“九国集团（G9）”，以免由强
国组成的七国集团（G7）“搞一言
堂”。

贝特尔当天会晤到访的日本
首 相 安 倍 晋 三 并 共 同 出 席 记 者
会。日本明年将成为 7 国集团轮
值主席国。贝特尔对在场记者说：

“首相（安倍）总是谈到 G7，所以我
对他说，我要组织一场 G9 会议。”

“我已经邀请人口少于 100 万的国
家的领导人夏季假期前来卢森堡
会晤，因为决定总是出自那些 G

（7）国家，而较小的国家没有发言
权。”

贝特尔的发言人说，除卢森
堡，“G9”成员有望包括安道尔、塞
浦路斯、冰岛、列支敦士登、马耳
他、摩纳哥、黑山、圣马力诺。贝特
尔 还 考 虑 给“G9”取 名“S9”或

“L9”，后两者是英文单词“小”的
首字母。

不满 G7独大

卢森堡要拉其他小国组G9

据新华社哈拉雷12月 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 日在哈拉雷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举行会谈。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津传统友
谊，共同规划未来两国关系发展，就深化务实
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习近平强调，中津两国不仅要做政治上
的好朋友，还要做发展中的好伙伴。双方要
将中津友好更多转化为深化务实合作的动
力，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津巴布韦是真正的
全天候朋友，中津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
坚。双方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守望相助、精诚
合作。中国永远不会忘记老朋友。我此次访
问津巴布韦，就是为了巩固中津传统友好，深
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方将继续秉持真实亲诚
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津方一道
努力，把中津两国打造成平等相待、相互支
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好伙伴、好朋友、好
兄弟。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津巴布韦维护主
权、安全、发展权益，支持津巴布韦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保持高层
交往，密切政党、立法机关、地方等交流，推动
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中方愿推动中津经贸
合作向生产加工和投资经营优化发展，鼓励
更多中国企业到津巴布韦投资，优先打造现
代农业产业链、矿业产业链和制造业基地，参
与电力、信息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运
营，创新融资途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
卫生、旅游、青年、媒体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
使中津友好更加深入人心。我们愿同津方就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问题加强协调
和协作，密切在国际组织中配合，以维护发展
中国家正当权益，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在发展道路上同非
洲国家砥砺前行、互帮互助。我期待在即将
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同非
洲朋友共商中非关系发展大计，共创中非友
好合作美好未来，在中非友好合作史上树立
新的里程碑。

穆加贝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
津巴布韦。中国是津巴布韦的全天候朋友。
津方高度赞赏中方始终对包括津巴布韦在内
非洲国家真诚相待，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
津方各方面宝贵帮助。津方希望在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中借鉴中国经验，继续得到中方支
持，在农业、工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同中
方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两国政府
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及基础设施建设、产能、投
融资、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当天，习近平还考察了津巴布韦野生动
物救助基地。

在结束对津巴布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
平 2 日抵达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开始对南非
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在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举行会谈时强调

中津要做好伙伴好朋友好兄弟

据新华社开普敦12月1日电 为期
一天的中非媒体领袖峰会 1 日在南非立
法首都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
中国 18 家媒体与来自非洲 47 个国家
120 家媒体的约 130 名负责人出席会
议，就深化中非媒体交流合作、开创合
作共赢新时代等进行研讨。

这是中非媒体首次举行领袖峰会，
主题为“开创中非媒体合作共赢新时
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南非总统
祖马分别向会议发来贺信。

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蒋建国在开幕
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就深化中非媒体
交流合作，开辟合作共赢广阔前景提
出四点倡议：第一，共同唱响中非合作
发展的主旋律。中非媒体要把握合作

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积极设置合作
共赢、共同发展的议题话题。第二，共
同夯实中非友好的民意基础。要让中
非友好牢牢扎根在双方人民的心田，
把 13 亿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的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 11 亿非洲人
民正致力于实现的联合自强、发展振
兴的非洲梦紧密联接起来。第三，共
同打造协作发声的传播格局。中非媒
体应积极交流国际传播的经验做法，
秉持客观公正的主基调，团结一致发
出发展中国家的正义声音，让中非人
民的好声音、好故事传播得更广远更
响亮。第四，共同深化双方媒体的务
实交流。在新形势下，中非媒体开展
对话交流的重要性和“含金量”不会降

低、只会提高；中国对非洲媒体的援助
和支持不会削弱、只会加强。

南非总统府部长拉德贝在开幕式
上说，近年来中非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越来越多的非洲领导人把发展与中国
的外交和贸易关系作为工作重点，正是
在这一大环境下，中非媒体合作也在进
一步加深。他强调，媒体在促进社会进
步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极大地
推动了中非人民友谊和中非战略伙伴
关系的向前发展，双方媒体领导人聚集
一起谋求共同发展非常必要。

开幕式后，与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
交流和探讨，积极为促进中非媒体交流
与合作以及推动中非关系良好健康发
展建言献策。

中非媒体领袖峰会举行
▶▶相关新闻

“老挝到底有什么？”这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的名称，也是他在前往老挝

古都琅勃拉邦游历前，他人以及他自己的发问。正因为交通不便，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老挝又有

“陆锁国”之称，随之而来的是，外界对这个国家的缺少了解。

但是，这一切将在5年内改变。12月2日，连接老挝首都万象与云南昆明的中老铁路老挝段（磨

丁至万象）举行开工奠基仪式。这段铁路预计将于2020年建成。

据新华社莫斯科 12 月 1 日
电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1 日签
署政府令，要求俄相关部门根据总
统普京此前签署的总统令，按计划
执行对土耳其的制裁。

根据俄政府网站消息，政府令
要求相关部门自明年 1 月 1 日起暂
停对持有土耳其普通护照的公民
入境免签制度；除欧亚经济联盟法
令允许范围内用于个人食用目的
以外，禁止从土耳其进口一系列蔬
菜、水果、家禽和盐类商品；责成俄
交通运输部采取措施，将 2016 年
授予土耳其汽车运输商的俄土间
运输许可证限制在 2000 个以内，
在必要情况下可部分或全部取消
此类许可证。

政府令还要求，从 12 月 1 日起

禁止包机在俄土航线往来；冻结两
国政府间商贸投资项目；暂停政府
间商贸投资会谈；暂停建立俄土联
合投资基金；暂停俄土政府间经济
贸易合作混合委员会的活动；在
2016 年至 2019 年间暂停两国在科
技文化领域的中期合作。

梅德韦杰夫 11 月 30 日表示，
俄政府将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进一
步扩大对土耳其的制裁措施，措施
将力求“最大程度地使土方感受到
其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

俄罗斯一架苏-24 战机 11 月
24 日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叙利
亚一侧坠毁。普京表示，这起事件
将严重影响俄土关系。28 日，普
京签署对土耳其实行制裁的总统
令。

俄总理签署法令
按计划制裁土耳其

环球时讯
GLOBAL PRESS

12月 1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
贝格出席新闻发布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1 日宣布，北约明年
将在阿富汗维持 1.2万人的驻军规模。 新华社发

北约将在阿富汗
维持1.2万名驻军

这张扎克伯格 12月 1日公布的照片显示的是扎克伯格及其妻子普
丽西拉·陈与新出生女儿的合影。“脸谱”创始人扎克伯格 1日在“脸谱”
网站上宣布了女儿马克斯的出生，并承诺将捐出其公司 99%的股份，这
些股份估值约 450亿美元。 新华社发

扎克伯格当爹

承诺捐出“脸谱”99%股份

12月 1日，习近平在哈拉雷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举行会谈。 新华社发

图为 11月 25日在老挝首都万象拍摄的中老铁路奠基仪式现场。 新华社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