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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22 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 22 日宣布：国家
主席习近平将出席 28 日在北京举
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
议第五次例行外长会议开幕式并
发表讲话。

亚信成立于 1992 年，现有 26
个成员国、12 个观察员（国家或国
际组织）。截至目前，已有包括亚
信成员国、观察员国和有关国际组
织在内近 40 个代表团确认出席本
次外长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针对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发
表关于南海问题的言论，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 2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美国应谨言慎行，为直接当
事方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有关
争议营造良好氛围。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常务副
国务卿布林肯 21 日在越南称，中
国在南海大规模填海造地、加快
建设军事前哨等行为加剧了地区
紧张。他还质疑中国的意图，称
美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

方开展航行和飞越自由行动。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实际

上这也并非美方官员第一次就南
海问题发表类似言论。”华春莹重
申，中国在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上部
署必要、适度的国土防御设施，是
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是行使根
据国际法享有的自保权和自卫权，
无可非议；中方一贯尊重和支持各
国依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
飞越自由，但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打
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
和损害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

新华社圣地亚哥 4 月 21 日
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场”命名和
揭牌仪式 21 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
哥市的皮塔库拉区举行。

由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向
皮塔库拉区政府赠送的孔子大理
石雕像也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场”揭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场”所处
的皮塔库拉区是圣地亚哥的核心
商业区，广场毗邻联合国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未来这里将
会举办与中国相关的各种文化活

动。
中国驻智利大使李宝荣在仪

式上表示，中智两国建交 46 年来，
双 方 的 政 治 和 经 贸 关 系 发 展 迅
速。他还引用孔子《论语》中的名
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示，希
望相隔万里的中国和智利两国人
民能进一步加强彼此间友好关系。

皮 塔 库 拉 区 区 长 托 雷 阿 尔
巴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是智利最
大 的 贸 易 伙 伴 。 他 为 能 在 皮 塔
库拉区拥有一座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命名的广场深感荣幸。

新华社加拉加斯 4 月 21 日
电 委内瑞拉政府 21 日宣布启动
为期 40 天的电力负荷管理计划，
以应对电力供应紧缺。根据该计
划，委内瑞拉所有民用住宅每天将
被拉闸限电 4 小时。

委内瑞拉电力部长路易斯·莫
塔·多明戈斯宣布限电决定。他
说，持续干旱已使占全国发电量一
半以上的古里水电站水位逼近最
低运行水平。为确保安全，政府决
定在雨季到来之前采取必要的限

电措施。
委内瑞拉电力供应逾六成来

自水力发电。受“厄尔尼诺”现象
影响，委内瑞拉今年遭遇严重干
旱，该国 18 座水电站目前均处低
水位。其中，委内瑞拉发电能力最
大的古里水电站水库水位已经接
近警戒线。

为应对电力危机，本月 8 日，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自当日
起至 6 月 6 日，政府部门和公共部
门每周五停止办公。

《巴黎协定》签署仪式举行
包括中国在内的 171个国家将签署协定

习近平将出席
亚信外长会开幕式

我外交部表示

美在南海问题上应谨言慎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场”
在智利首都揭牌

委全国限电应对“电荒” 中欧班列首抵里昂
武汉始发 历时 15天 全程约 11300公里

据新华社法国里昂 4月 21日电 21 日
11 时 23 分，法国里昂韦尼雪货运站艳阳高
照，喜气洋洋，一列从中国武汉始发的列车
经过 15 天的亚欧之旅，满载货物缓缓驶入。

这是武汉首次开行至法国的中欧班列，
也成为中国首个以法国为终点站的中欧班
列，开启了武汉与法国经贸往来的新阶段。

中国驻里昂总领馆和里昂市政府共同
为该班列首发成功举行了接车和欢迎仪式。

挂着中法两国国旗的列车驶入货运站时，
受到两国政府官员、里昂市企业界和侨界代表
以及数十家媒体记者的热烈欢迎。两国官员在
班列前握手、拍照，纷纷表示加强合作的愿望。

这趟国际集装箱货运列车于 4 月 6 日从
武汉吴家山铁路中心站开出，载有机械产
品、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及服装等。

班列从阿拉山口出境，一路向西，横跨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
用时 15 天，全程约 11300 公里。

里昂市副市长迪朗表示，中欧班列的开
通使里昂与中国之间建立起定期的铁路运
输，有助于加强亚洲和欧洲的贸易往来。

据新华社利雅得 4月 21日电 美国总
统奥巴马 4 月 21 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
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
成员国领导人举行首脑会议，就伊朗、伊拉
克、叙利亚、也门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等议题进行磋商。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会议是在美国与以
沙特为首的海合会成员国关系日趋紧张的
背景下召开的。尽管奥巴马对海湾国家进
行了安抚，但美国从中东抽身的战略决定了
这种安抚难以奏效。

近来美国与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
家关系紧张，双方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伊朗政
策产生忧虑。去年伊核协议达成后，西方多
年来对伊朗的制裁逐步解除，伊朗在国际上
的活动空间大为拓展。在海合会成员国看
来，是美国不顾其反对促成了这一局面，他
们对此十分不满。

其次，双方在对待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

态度上出现分歧。美国目前已将主要精力
放在打击“伊斯兰国”以及与相关国家协同
解决难民危机上，而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
仍然坚持以巴沙尔下台为优先目标。

第三，美国对海湾国家打击“伊斯兰国”
力度不够感到不满。尽管以沙特为首的海
湾国家自 2014 年 9 月开始对伊拉克和叙利
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进行空袭，沙特还
于 2015年 12月组建了伊斯兰国家反恐军事
联盟，但这并没能让美国满意。美国希望沙
特在海湾地区发挥更大主导作用，投入更多
经济和军事力量，共同清剿“伊斯兰国”。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从中东抽身，把战略
重心转向亚太并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决定
了其对中东地区盟友的安抚难以真正奏效。

事实上，“伊斯兰国”正是利用了美国试
图从伊拉克抽身的机会不断扩大地盘。美
国自身愿意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少，对盟友的
要求却越来越多，这样的“安抚”自然很难有
什么效果。

承担责任越来越少 对盟友要求越来越多

奥巴马“安抚中东”难以奏效

4月21日，在美国旧金山市总图书馆儿童中心，旧金山市市长李孟贤
（前排右二）在签署全薪产假法令后与在场的母亲和孩子们互动。美国旧
金山市市长李孟贤21日签署一项关于要求雇主支付员工产假期间全额薪
水的法令，旧金山成为美国第一个将实行法定全薪产假的城市。新华社发

旧金山推行全薪产假

4月 22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中）在《巴黎协定》高级别签
署仪式开幕式上讲话。 新华社发

◀4月21日，在法国里昂的韦尼雪货运站，
负责班列运营的武汉汉欧国际公司总经理武光
明（右一）和里昂大都市议会副主席加利亚诺

（右二）等在抵达的中欧班列前合影。新华社发

4月 21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奥巴马在会议后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法新

若从未来回望，2016 年 4月 22日一定是
人 类 历 史 上 意 义 非 凡 的 一 个“ 世 界 地 球
日”。这一天，超过 170个国家代表将齐聚纽
约联合国总部，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高
级别签署仪式。

从推动达成《巴黎协定》到推动协定签
署，中国持续扮演“关键性”角色。《巴黎协
定》需要占全球碳排放总量至少约 55%的至
少 55 个缔约方正式参加方能生效。《巴黎协
定》达成后，签署进程摆上日程，但一些国家
态度不甚明朗。

在此背景下，3 月 31 日，中美元首发表

第三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于 4
月 22日同时签署《巴黎协定》。《华盛顿邮报》
认为：“美中发出的早期信号非常重要——
如果这些排放大国都能迅速采取履约行动，
就会比较容易达到必要的门槛。”

7 天后，中国推动二十国集团协调人会
议发表关于气候问题的主席声明，这是二十
国集团历史上首次就气候变化问题专门发
表声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中国在
推动气候变化问题全球合作方面持续发挥

“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从 19 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强

行纳入全球治理体系到如今积极主动参与
全球治理并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移世易

令人感慨。虽然与老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
还是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手”，“中国善意”时
不时还会被放在偏见的镜片下审视，但从气
候外交成功经验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优势之一是“包容”。与二战后美国建
立等级式、排他性盟友体系的全球治理理念
不同，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凡事共
商共建共享。这一理念既承继自“和而不
同”的中华文明处世之道，也与中国“兼任”
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的独特身份息息相关。中国在坚持发展中
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东西、南北平衡，是切
实可行的路径。

优势之二是“发展”。中国将发展视为
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的总钥匙。即便在
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需要暂时牺牲部分发展
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把眼光放在以减排承
诺倒逼绿色低碳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
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的长远目标上。

“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
害。”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
上，而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的伟
大目标，参与全球治理正当其时。金秋 9月，
二十国集团峰会将首次在中国召开。有理
由相信，杭州湾将成为展现中国智慧、推动
全球善治的大舞台。

（据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综合新华社电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4 月 22 日宣布，《巴黎协定》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开放签署，预计 171 个国家当天将签署这
一应对气候变化里程碑式协定。

出席《巴黎协定》高级别签署仪式的国
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21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见了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张高丽向潘基文转达习近平主
席、李克强总理的亲切问候，潘基文请张高
丽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

4 月 22 日正值“世界地球日”。《巴黎协
定》高级别签署仪式开幕式在联大会议厅隆
重举行。潘基文致辞说，全球气温、冰川消
融和空气中的碳水平等指标近年来都创下
纪录，“我们正与时间赛跑”，需要尽快将意
愿化为行动。他呼吁所有国家尽快在国内
批准《巴黎协定》，使其尽早生效。

潘基文说，至少 171 个国家已经表示将
在当天签署协定，这将创下一天之内签署国
际协定国家数量最多的纪录。

仪式上，来自政界、商界和民间的代表，
以及联合国和平使者、美国演员莱昂纳多·
迪卡普里奥分别致辞。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东道主法国总统奥
朗德首先签字，15 个已获得国内批准书的
国家随后签字，其他国家代表将按既定顺序

（出席级别高低、字母顺序等），在《巴黎协
定》原件上签字。

完成签字的国家代表随后发表国家宣
言，阐述各自政府的国家气候计划、控制升
温目标的路线图、批准《巴黎协定》的时间表
及在 2020 年前如何加快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等内容。当天，联合国总部还将举行有关气
候筹资的午餐会和落实《巴黎协定》的高级
别活动等。

2015 年 12 月 12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近 200 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
大会上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为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各
方当时决定，请联合国秘书长担任协定的保
存人，自 2016 年 4 月 22 日至 2017 年 4 月 21
日将本协定开放供签署。

《巴黎协定》将在至少 55个《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
全球总排放量至少约 55%）交存其批准、接
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30天起生效。

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优势”
■国际时评

4月 22日，在利比亚的黎波里海滩，利比亚妇女练习瑜伽。利比亚
妇女在海边公共场合进行瑜伽练习在当地比较罕见。她们遵从宗教传
统和本地习俗，但也追求最新潮流。此外，她们也希望通过瑜伽练习来
缓解战火冲突带来的压力。 新华/法新

利比亚海边瑜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