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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不仅提到中国发展的美
好蓝图，同时提到“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
同开辟人类更加繁荣、更加安宁的美好未来”。

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刘迪说，中国的科技创新在过
去一年里不断加速，极大提升了中国企业的价值。同
时，技术的创新和普及也逐渐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方方
面面，成果惠及百姓。此外，中国政府已非常迅速地
将治理环境的承诺付诸行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
不仅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治理能力和造福人民的
决心，也预示着中国道路的光明前景。

中国迸发的勃勃生机令世界瞩目。世界报业辛迪
加网站近日刊登题为 《中国，创新之龙》 的文章称，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创新领袖的道路上前进。到2018年
底，人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将如何快速和轻
易地书写其成功故事的最新篇章。

美国 《华盛顿邮报》 感慨，中国“创新热”令人

印象深刻。在中国，现在每分钟就有 11 家初创公司诞
生。如今，全球所有“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
元的创业公司，中国拥有高达131家，居全球第一位。

新西兰一家网站指出，中国制造和设计的创意发
明正在塑造全世界在数字化领域的进步。与中国古代
的四大发明一样，中国最近的“新四大发明”也具有
3个基本特征：中国制造和设计、丰富日常生活、推
动全球进步。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生机为世界带来的是机会和
红利。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和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
汉学家狄伯杰表示，他相信中国愿分享发展成果，造
福世界人民。

瑞士外国记者协会主席让·穆西则表示，中国将
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
这也让整个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共同发展
的希望，深感鼓舞。

马克龙重视此次访华，可能有几方面的考
量。首先是法国希望密切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2009 年欧债危机以后，法国经济遭受的打击较
大，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一直落后于欧盟的平均
水平，贸易更是它的薄弱环节。因此，在贸易
方面，法国希望在增加中法贸易总量的同时，
中国能扩大进口，来解决法国“贸易不平衡”的问
题；在投资方面，它希望中国的投资可以更稳定、
透明，并照顾到“法国和欧洲的经济安全”。

第二，法方强调马克龙此访不仅仅是代表
法国，更是代表欧洲。马克龙想借这次访问来
强调法国在欧盟内部的核心地位，也强调法国
代表欧盟的整体利益，中法双方的一些合作和
对话应该上升到中欧层面。

第三，马克龙上台以后，积极寻求在大国
关系和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作用，在这些问题上
中法有很多合作的空间。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
勒梅尔之前提出的中欧俄贸易主干道构想，就
可以体现马克龙目前大国外交的一个思路。通
过与中国和俄罗斯增进贸易往来，一方面可以减
少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英国脱欧为法国
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希望通过经济合作试
图缓和法俄关系，同时也希望搭上“一带一路”的
快车，使欧洲和法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复苏。

从中国外交部的表态上来看，此次访问期
间中法双方商谈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提升中法之间政治和战略互信，二是推进务实
合作。要提升政治和战略互信，中法双方应该
对各自目前的政治议程和发展目标，有更好的
认识和对接。马克龙要把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对
中方做更详尽全面的解释，中方也可以向他传
达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发展中欧关系的基本立
场。在推进务实合作方面，之前中法之间的经
贸合作主要集中在高铁、核能和航空航天三
个领域。但这已经不足以支撑目前中法的经贸
合作，中法双方必须得找到更多的合作领域，
并且把这些领域的具体成果做实。

此次马克龙访华如果进程顺利，可能会取
得几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双方对于中法关系进
行重新定位，十九大以后的中国，和开启了马
克龙改革以后的法国，双方需要搞清楚对方想
要做什么和能做什么。第二是双方可以进行发
展战略的对接，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
法国的中欧俄贸易主干道、“中国制造2025”和法
国的“未来工业”计划等等，在具体的政策层面进
行对接。第三是双方要完成现有的经贸合作重点
和未来的经贸合作的重点之间的衔接，尤其是中
法双方要共同反对保护主义。还有一点是增强人
文交流，增强彼此的认同感。

德国目前陷入了政治困境，而法国则越来
越多地呈现出想要主导欧洲一体化的趋势。此
次中法双方如果能在一些分歧上达成共识，我相
信之后马克龙会积极地在欧盟层面去推动这些
共识。这对中欧关系毫无疑问会有促进作用。

（张晓晓采访整理）

2018年，中国承诺鼓舞世界中国承诺鼓舞世界
本报记者 张 红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但是，在西方，有些情绪却挥之不

去。有人担忧，几乎每十年一次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会不会在

2018年重现；有人担忧，热点地区的动荡会不会擦枪走火；有人

担忧，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土崩瓦解之后会不会“孤狼”肆虐；最

大的担忧莫过于，一个衰弱与撕裂的西方究竟该如何自处。

就在这一片不安中，中国成为“罕见的亮点”。法国《新

观察家》杂志对世界2018年的几大预测中，“中国模式是否会

有更持久的吸引力”被作为重点预测进行分析。事实上，正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贺词所展示的，无论是要“将改革进

行到底”，还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的承诺都鼓舞着世界。

★国际论道

正如印度斯克罗尔新闻网站文章指出的，中国已
经“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最大动力”。有关中国经济的
动态早已成为外媒报道的重点。

2018 年是中国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中国还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主席在新
年贺词中表示，“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契
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这迅速
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焦点之一。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称，预计中共将借纪念改革
开放 40 周年的机会，把 2018 年打造成“改革之年”。
对于中国改革 4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外媒赞誉有
加。奥地利 《趋势》 杂志网站近日刊登题为 《中国：
龙的世纪》 的文章称，1978年改革开放后，迎来的是
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崛起。文章称，中国在全球经济
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2%升至 2015 年的 15%。
自从改革进程开始以来，根据定义方式的不同，有3亿
到7亿中国人得以摆脱贫困，被带向中产阶层——当然
还有真正的富裕。今天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
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40年前的近10倍。

“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研究不
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这样描述这一

“中国奇迹”。
“中国将展开脱贫攻坚战”，韩国 《中央日报》 报

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的新年贺词一大焦点
是脱贫。中国已经决定要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因此集中力量进行脱贫工作成为重中之重。习近
平在贺词中表示：“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
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
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放眼世界，中国对全球脱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
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将让中国民众拥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将对世界经济带来推动。

彭博社引述摩根士丹利驻香港的全球宏观经济联
席主席阿赫亚的观点称，如果中国能够转型为一个以
可持续的需求推动的增长模式，那就为世界提供一个
更可持续的有力支持。而目前看来，现实正朝理想的方
向发展，“中国在关键的消费转型、再平衡和迈向高附加
值经济活动方面，继续取得新的进展。”

“新年贺词彰显中国作为国际规则的捍卫者。”香
港《南华早报》称，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表示，中国
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积极履行应尽的国际义
务和责任，信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承诺，积极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018年，世界将期待的目光转向中国。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最为活

跃、最为积极的力量。近日，印度斯克罗尔新闻网站
刊登文章称，中国已成为全球领导者。文章称，中国
展示了成为自由贸易最重要捍卫者的意愿；开始引导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一带一路”倡议获得
快速进展。文章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零和游
戏，只要相关国家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决策，就没有理
由不能从中获益。

《南德意志报》认为，许多迹象表明，“中国时代”现
在真的开始了。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报道，“当欧洲陷入
彷徨、美国推卸世界责任时，中国在全球扩张影响力。”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在报道中指出，在新年贺
词中，习近平回顾了2017年中国主办的几场多边外交
活动，包括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并盘点了他出席的国际
重要多边会议。并评价，习近平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受到各方赞同和支持。

古巴《格拉玛报》网站刊登文章称，世界目光日
益聚焦东方，这并非偶然。近些年亚洲国家经济迅猛
发展，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预示着国际政
治领域一直“渴望”的再平衡或将很快到来。

《印度时报》 网站和日本电视台都注意到，习近
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各方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前
景既有期待、也有忧虑。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作为
一个负责任大国，也有话要说”。日本电视台称，这样的
说法显示了中国将在国际社会提高话语权。

第 72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莱恰克在接受采访时指
出，2017年，中国在维护多边主义和加强全球治理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期待着2018年中国在应对各种
全球挑战方面继续发挥全球作用。

“将改革进行到底”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明天必将更加美好”“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月
2日宣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1月8日至10日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马克龙首次对中
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欧盟国家领导
人。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在近日的一场讲话中，
呼唤一个更加强大的欧洲来“面对中国”。

美国 《外交学者》 杂志分析称，对有志于
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全球性角色的法国来说，中
国看起来是一个正确的合作伙伴，毕竟这是一
个对于重大决策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并且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

“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英国 《金融时报》 称，此次访问双边可能

触及的议题包括气候、经贸等。

中法关系
有望迈上新台阶

中法关系
有望迈上新台阶

受访专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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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航 空 运 输 协 会 的 数 据 显 示 ，
2017 年全球航空业旅客总量为 40.8 亿人
次，比上年增长 7%。其中，以中国为首
的亚太市场是今年乘客增长最强劲的地
区，增长率为10%。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
国的第二大航空市场，尽管去年中国4.88
亿的客运量，与美国的 8.23 亿还有差
距，但是这种差距正在快速缩小。

中国航空业的繁荣也体现在机场规
模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因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进行了扩建。如今，它已是世界

旅客吞吐量第二大机场，仅次于美国亚
特兰大机场。

而在全球航空公司的座位公里数榜
单上，美国三大航空公司仍占据前三位
置，阿联酋航空列第四。中国南方航空
已上升到第六，东方航空列第 10，中国
国际航空公司则排名第12名。

——瑞士《新苏黎世报》2018年 1
月2日报道

图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正崛起为全球航空新枢纽

在中国，随着手机支付的普及，无
需店员的零售店相继开业。中国无人零
售店普及的背景是，实体零售店受到电
商挤压，正面临顾客减少的困境，又因
房租和人工费上涨，盈利日渐困难。

零售店的无人化浪潮正在波及全世
界。与美日的电商巨头相比，中国在技
术等方面并不占优势，但在实用化方面
领先一步。中国消费者在购物时追求便
利的趋势突出，同时对于网上支付的抵
触感也很低。因此，中国无人零售店今
后的发展速度或将超过日本和欧美。

中国中商产业研究院的调查和预测
显示，2017年中国无人零售店的市场规
模为 100 亿元，但预计 5 年后 （将扩大
至9500亿元。不过，无人便利店的普及
仍面临技术层面的难题。有调查显示，
在对无人便利店表示不满意的受访者
中，83%的人表示“商品数量较少，难
以找到想买的商品”。

——日本《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
1月2日报道

图为位于上海的“缤果盒子”无人
零售店。 （资料图片）

2018年，月球探索领域或将出现新
的世界领军者。按照计划，中国将实现
其他太空超级大国从未有过的壮举：在
月球背面着陆。

2018 年中国将开展两次发射任务。
这也是中国第四次执行以“嫦娥”命名
的一系列探月使命。嫦娥四号计划在
2018 年 6 月发射，这将是一颗距离月球
背面 6 万余公里的中继卫星，它将为地
球与月球背面之间提供通信联系。通信
一旦建立，中国就将向月球背面发射着
陆器和巡视器。

截至目前，任何国家的探测器都从

未在月球背面着陆。此举能获得巨大科
技回报。太空分析师、《太空中的中
国：伟大跃升》 一书作者布莱恩·哈维
说：“中国人的使命极具技术难度。”

“如今并非只有中国正计划实施探月项
目”，哈维说，“但中国的探月计划最先
进，且有理由相信，中国将在本世纪30
年代初期把宇航员送到 （月球） 表面。”

——英国《卫报》2017年12月31
日报道

图为中国发射的嫦娥三号卫星的玉
兔巡视器。 （资料图片）

中国探月使命新年将有新创举

海
外
声
音
·
海
外
声
音
·
海
外
声
音

中国零售店快速掀起无人化大潮

成都国际金融中心与巴黎圣日尔曼－代普雷
委员会近日共同启动名为“熊猫行动”的文化交
流活动。图为法国当代艺术家里夏尔·奥尔林斯基
创作的红色熊猫雕塑。 新华社记者 张 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