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军护航编队赴亚丁湾
据新华社湛江12月17日电（黎友陶、李维） 中国海军

第二十五批护航编队 17 日上午从广东湛江某军港解缆起
航，奔赴亚丁湾接替第二十四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第二十五批护航编队由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兵力组成，
包括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导弹护卫舰玉林舰和远洋综合补
给舰洪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
官兵共计700余人。

自 2008年以来，中国海军连续不间断派出护航编队在
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为6000多艘中外船舶实施了安全护
航，成功解救、接护和救助60余艘遇险的中外船舶，执行
了也门撤侨、叙化武海运、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等，有效保
障了海上通道安全，维护了国家海外利益。

在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眼中，中
国资本仿佛刺激了他们莫名的“不安
全感”：中国双汇收购美国猪肉生产
和供应商史密斯菲尔德“威胁食品安
全”，中国岚桥集团租赁澳大利亚达
尔文港“威胁军事和航行安全”，美
的收购德国库卡机器人公司“威胁知
识产权安全”……

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海外投资的
所谓“怀疑、防备甚至恐惧”似在不
断滋长。而与此同时，中国资本仍以
迅猛之势走向全球，刷新着多项纪
录，展示出强大活力。

现如今，全球更多的人开始意识
到，中国资本是着眼长远、倡导合
作、追求共赢、积极融合的。

偏见背后尽显保护主义

如果翻开欧美等国一些报纸，看
到其中关于中国投资活动的报道，你
或许先被它们的“脑洞大开”逗乐，
接着便会惊愕于中企形象竟被如此严
重地扭曲。

英国《泰晤士报》头版文章“言
之凿凿”，称中国可能通过出售闭路
电视摄像头监控英国民众和机场等公
共场所。《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 的
报道“苦口婆心”，认为中国游客可
能在购物之余“收集情报供北京分
析”……

对于这些奇谈怪论，英国金融专
栏作家马修·林恩的评论一针见血：

“所谓‘国家安全’理由无一例外是
哗众取宠的保护主义。”

欧盟智库亚洲问题研究所专家汉
内斯·德克赛认为，欧洲国家对中国
资本的担忧，一是惯性思维作怪，二
是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欧
洲很有市场，一些民众习惯用“中国
正夺走欧洲的一切”这类报道印证自
己心中的偏见。

刻板偏见、复杂心态、自我封
闭、私利考量，让一些西方人选择将
中国资本放在自己打造的“哈哈镜”
下端详，把扭曲后的形象当作中国资
本的面貌，进而捕风捉影吓唬自己，
使得正常的商业合作和市场机遇受到
阻碍，可谓得不偿失，也令人遗憾。

中资出海不改坚毅步伐

2002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
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27 亿
美元；到了 2015 年，这一数字变成
了 1456.7 亿美元。13 年间，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高达35.9％。

也是在 2015 年，中国首次实现

海外投资超过吸收外资，成为资本输
出国。

既然出海，就免不了遭遇风浪，
但是中国企业和资本扬帆远航的步伐
从未停歇，通过对外投资获得技术、
服务、渠道、品牌的愿望也更加强
烈。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外资短时
间内集中进入、频繁动作，都容易引
起舆论关注。”商务部研究院原院
长、资深研究员霍建国对记者说，

“中国企业要以平常心看待，把关注
点放在审查等规则是否合规、是否存
在歧视，同时注意操作规范、符合程
序。”

事实上，欧美国家接受日本、韩
国等国大量投资，也经历了一个渐进
的过程。正如频有国际收购大手笔的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所说：“过去
我们更多是被全球化，现在则是积极
的、正向的、主动的全球化，一切才
刚刚开始。”

满是诚意带去合作共赢

面对五花八门的“中国资本威胁
论”，中国投资者具备的专业水准和
深耕细作展现诚意，无疑是最好的回
应。唯有如此，才能讲好中国资本扬
帆出海的共赢故事。

从伦敦乘火车，20分钟就来到雷
丁镇，这里是华为英国总部所在地。
15年扎根于此，华为已经成为当地的

“大雇主”：拥有 1100 名全职员工，
其中70％来自当地。

根据英国牛津经济研究所发布的
报告，2012 年至 2014 年，华为对英
国经济的贡献约为 12 亿美元。截至
2014 年，华为在英国新增 7300 多个
工作岗位，并在英国 15 个地区采购
产品与服务。

中国企业是否能给当地带来好
处，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在美国俄亥
俄州代顿市，2008年金融危机后，通
用汽车公司代顿工厂关门，约 1000
名员工失业。今年 10 月，这家工厂
重获生机，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
单体生产商，2000多名工人在这里忙
碌。推动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力量来自
中国投资者福耀集团。

更多的人意识到，中国资本的真
实面孔，并非传言中如洪水猛兽，而
是着眼长远、倡导合作、追求共赢、积
极融合。也只有这样的中国投资行为，
才可以在海外逐渐积攒起“好声誉”，
将疑虑转化为信任，将亏损转化为盈
利，将梦想转化为现实。

中国资本扬帆远航，将令越来越
多的人感受到中国企业自
信、和善、合作、开放的面孔。
充满活力的中国号经济巨
轮，将与世界深度融合、携手
前行，驶向繁荣美好的明天。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8日电 记者张伟、韩墨）

左图：6 月 6 日，江苏
苏宁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旗下苏宁体育产业集团
以约2.7亿欧元 （约合20.12
亿元人民币） 的总对价，通
过认购新股及收购老股的方
式，获得国际米兰足球俱乐
部约70％的股份。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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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开幕

317城获北斗精准服务
本报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余建斌） 记者从近

日召开的北斗“百城百联百用”行动计划工作总结
会上获悉：北斗行动计划的核心成果——国家北斗
精准服务网已为317座城市的多种行业应用提供北斗
精准服务，全面实现北斗“百城百联”，并推动北斗
落地应用。

中科院院士孙家栋在总结会上高度评价北斗“百
城百联百用”行动计划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要让
北斗尽快实现“天上好用、地上用好”的目标。据
悉，北斗“百城百联百用”行动计划下一步将向建
筑物监测、地质灾害区域安全监测、市政公共设施
管理、工程机械作业引导监控等领域进行推广。

12月18日，2016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举行，吸引了来自国内
外万余名选手参赛。

图为选手们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儋州马拉松开跑儋州马拉松开跑

日前，中国海军在南海起获一
具“不明装置”，美国无人潜航器背
后的玄机也随之“浮出水面”。

这条消息很快成为国际舆论关
注焦点，主要是如下因素起了作
用：事件的主角是中美两个大国的
军事力量；事件的地点是近年来不
太平静的南海。事件发生后，美国
当选总统特朗普用发送推特的形式
参与进来。

先说特朗普。
特朗普先是发推特对此表达关

注 ， 称 中 方 在 “ 国 际 水 域 ”“ 偷
走”美国无人潜航器；后又发推特
非常“大度”地表示，“我们不想
要回了，就让他们留着吧”。后一
条推特是在美方索要潜航器、中方
表示将“通过适当方式移交美方”
之后发的。特朗普东一榔头西一

棒，其真实心理很难说清。中方也
没必要花大力气猜测其心理，只要
站稳脚跟，把握好形势，沉着应付
即可。

再说南海。
这几年，美国把南海问题当做

抓手，试图从战略上牵制中国。美
方多次派舰机进入中国南沙岛礁附
近海空域，甚至派军舰擅自进入中
国西沙群岛领海，打着“航行自
由”的旗号，对中国蓄意挑衅，唯
恐天下不乱。在此次南海潜航器事
件中，美方故作“无辜”，声称是

“根据国际法”，在“国际水域”收
集“军事海洋学数据”，同时又指
责中方“非法捕获”其无人潜航
器。美方这是在倒打一耙。从目前
透露出的信息看，中方海军救生船
是在中国南海管辖海域发现的“不

明装置”，为“防止该装置对过往
船舶的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产生危
害”，中方有责任对该装置进行识
别查证。

应该说，中方对此次事件的处
理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在此次潜航
器事件中，中方舰船采取了“专业
和负责任的态度”，并在查证后同意
将潜航器返还美方。相反，美方对
此事却单方面公开炒作，这样做不
利于问题的顺利解决。

最后说军事。
美方对无人潜航器的所作所为

“轻描淡写”，无法掩盖其背后的真
实意图。这艘在南海浮出水面的无
人潜航器，只是美国军事战略包括
对华军事战略的“冰山一角”。美国
早就开始发展无人潜航器，将无人
潜航器视为美国海军的“力量倍增

器”，看做美国用来维持全球及对华
军事优势的重要武器系统组成部
分。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无人
潜航器的研发应用投入。

此次在南海释放无人潜航器的
美军“鲍迪奇”号测量船，已是多
年 来 对 中 国 抵 近 侦 察 的 “ 累 犯 ”
了。长期以来，美军不顾中方反
对，频繁派出舰机在中国当面海域
进行抵近侦察和军事测量，这折射
出美国对华仍存有疑虑甚至敌意。
美军对华抵近侦察以及所谓的“航
行自由行动”，不仅容易酿成海空意
外事件，还容易成为中美增进战略
互信的障碍。

中美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
这种局面将长期存在。中国正是在
同美国的既合作又斗争中不断发展
壮大起来。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美无人潜航器背后有啥名堂
■ 华益文

12 月 18 日，2016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开幕。中
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艺术家将进行为期3天的文化艺术交流。

图为演员在开幕式晚会上表演歌舞《走到一起来》。 新华社记者 李 琰摄

新华社加德满都 12 月 18 日电
12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尼
泊尔文版首发式在尼泊尔总统府举
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
部长刘奇葆出席首发式并致辞。

班达里说，通过《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尼泊尔人民能够了解中国共
产党，了解中国改革发展和国家治
理，了解中国梦和中华文化，以及中
国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尼泊尔文
版由中国外文局和尼泊尔中国研究中
心合作翻译出版。2014 年 9 月以来，

《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 以 中 、 英、
法、阿、俄等 11 个语种面向全球发
行，已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620 多万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
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尼泊尔文
版的出版发行，为中尼建交 61 周年
献上了一份厚礼。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尼泊尔文版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