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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不断加强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
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
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
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数据显示，60 多年
来，中国共向 166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为发展中国家
培训各类人员1200多万人次，派遣60多万
援助人员，其中 700 多人为他国发展献出
了宝贵生命。以2014年为例，中国对外援
助中，无偿援助占比 36%，无息贷款占比
8.1%，优惠贷款 55.2%，并且含有物资、
资金、设备、技术、工程、人员培训等多
种形式。2008年以来，中国连续多年成为
最不发达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吸收最不
发达国家约23%的产品出口。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对外合
作，包括经济、金融领域的合作，引发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

美国 《外交官》 杂志网站近日发文
称，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支持可以追溯到
1963年，当时阿尔及利亚刚刚获得独立，中
国的医疗队就赶到了那里。在最近10年，中
国对非医疗援助的力度一直在加强。

中国在拉美的活动也成为美媒关注重
点。据美国 《纽约时报》 报道，拉丁美洲
目前是中国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仅次于

亚洲。中国是拉丁美洲三个最大经济体
——巴西、智利和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
文章指出，中国的软实力也许在阿根廷南
部的圣克鲁斯省最清晰可见。这片未开发
的巴塔哥尼亚地带有冰川湖，现在这里也
有了中国制造的推土机和起重机。这些机
器正在圣德鲁兹河附近挖掘，以修建两座
水电站。大坝建成后，所发的电将满足阿
根廷 5%的能源需求，并为当地提供大约
5000个就业岗位。

合作有益当地

与美国的援助不同，中国公开表示，
提供援助时不会干涉别国内政。美国 《外
交官》 杂志网站文章同时指出，中国在非
洲进行大规模的医疗援助，是中国在非洲
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美国 《纽约时报》 在报道中国与阿根
廷的合作项目时也指出，与世界银行和泛
美开发银行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在这些
贷款上附加短期条件，也不推动紧缩措施。

美国 《福布斯》 杂志也曾刊文指出，
与欧美国家对外援助不同的是，中国对外
援助中看重的是相关项目要使双方受益。
外界常渲染个别国家可能对中国在发起援
助投资攻势后“控制”其自然资源有所怨
言。但在 2000 年以来接受中国援助的 140
个国家中，人们并未听说大多数国家抱

怨。例如，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不仅促进
双边贸易的增长，还使更多企业参与其
中。中国需要外国市场以实现增长，而柬
企业能借助外国投资迅速壮大。

美国 《华盛顿邮报》 网站日前刊发美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
究学院中非研究项目负责人德博拉·布罗
伊蒂加姆的文章指出，在非洲，中国贷款
正在提供一种有益服务：为非洲严重的基
础设施缺口提供资金。在非洲大陆，有超
过 6 亿人用不上电，而 40%的中国贷款用
于发电和输电。另有 30%用于令非洲正陷
入崩溃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实现现代化。
而且，中国的贷款利率通常较低，并且偿还
周期较长。此外，对中国在非项目的就业情
况进行的调查屡次显示，实际上有3/4甚至
更多的工人是当地人。

优化援助方式

中国不仅积极践行对外援助，帮助受
援国实现发展目标；也在根据受援国的不
同实际需求优化援助方式，构建互利共赢
的国际关系。当前，中国发展进入新时
期，“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化公共产品
的外部运作，赋予了中国外交、国际合作
与对外援助新的使命。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就把焦点投向
了中国创建的多边机构。报道指出，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 为亚洲各地
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贷款。此外，“一带
一路”倡议的重点是打造横跨欧亚地区的
陆上和海上线路，旨在改善中国与世界其
他地区的基础设施网络，以促进经济发
展。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提供的援
助尤其针对的是这些贸易路线沿线的国
家，比如缅甸和印度尼西亚。正如亚投行
一样，“一带一路”倡议将改善亚洲国家
的发展状况。

4 月 18 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
成立。此举引发广泛关注。外媒纷纷指
出，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标
志着中国发展新阶段背景下，将对外援助
提升至更高层级的外交布局，是展现新时
期中国大国责任和担当的一张名片。

美国 《华盛顿邮报》 发文称，组建国
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展现了中国的雄心，它
将更有效地突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
力。英国 《泰晤士报》 也表示，中国建立
负责对外援助的新机构，是优化对外援助
工作、提升全球影响力的有力举措。

理性的西方媒体说的很清楚，中国进
行对外援助，是在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义
务，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上图：2018 年 1 月 3 日，由中国机械
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中车集团联
合研发的货运列车抵达阿根廷布宜诺斯艾
利斯港。 新华社记者 倪瑞捷摄

5月14日早7时，四川航空公司空客
A319飞机执行重庆至拉萨的 3U8633航班
任务，在成都区域巡航阶段，驾驶舱右座
前风挡玻璃破裂脱落，飞机备降成都。

驾驶舱风挡玻璃破裂是一个小概率事
件，在此之前，即使在世界民航史上也只
发生过一次。相比于1990年英国航空5390
号班机事故，川航这次迫降，机组成员所
面临的情形更艰险，迫降难度更大，一度
引起了国外媒体、社会的广泛关注。

正如该航班机长刘传健所言，此次备
降“不是一般的难”。

风挡玻璃掉落后，突然的压力变化会
对耳膜造成很大伤害；温度骤降，极度的寒
冷会造成驾驶员身体冻伤；驾驶舱仪表盘
被掀开，噪音极大，大多数无线电失灵，只
能依靠目视水平仪来进行操作。另外，风挡

玻璃属于突然爆裂，之前没有任何征兆。
面对这样的恶劣环境和突发情况，以

机长为首的机组成员，显示出高超的技术
水平和职业素养，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严谨
科学的专业精神。他们第一时间向空管部
门宣布紧急状态，同时检查飞机和机上人
员情况并实施紧急处置程序，从而避免了
一场灾难的发生。

这一切都源于日常严格的训练和飞行
经验。据了解，飞行员在日常训练中会进
行很多科目的训练，“爆炸性释压”就是
科目之一。刘传健也坦言，这条航线，他
已经飞了上百次，对飞机当时所处的位
置、飞机的整个情况有所把握后，非常有
信心能够成功备降。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5月15日通报，
该机于 2011年 7月 26日新机加入川航运

营。脱落的右侧风挡玻璃为该机原装件，
投入运营至事发前，未有任何故障记录，
也未进行过任何维修和更换工作。

目前，事故发生的原因有多种，有可
能是飞机风挡玻璃某部分出现问题。风挡
玻璃都有加温系统，使风挡温度保持在43
摄氏度以防冰防雾，并保证玻璃强度。如
果加温控制组件失效，驾驶舱内侧玻璃很
快会起雾结冰，这种情况容易发觉并采取
相应措施。但如果是温度控制设备故障，
一直处于强加热模式的风挡玻璃同外部环
境温差过大，导致裂纹产生，玻璃内部的
应力作用失效，最终破裂。虽然此类故障
曾经出现过，但多层防护均出现问题，玻
璃爆裂飞出的情况确属十分罕见。

虽然每次执飞前，都会对飞机的状况
进行例行检查，但仍不排除飞机原装件出

现问题的可能。至于是人为因素还是不可
预料的自然因素导致风挡玻璃爆裂，则还
需要进一步调查。调查的具体方向，可能
会针对风挡玻璃的温度控制设备，以确定
是否是温控出现故障；同时也不排除由于
飞行员误操作导致温控失灵的可能。

未来，对于驾驶舱风挡玻璃状况的检
查频率可能会升高；另外，玻璃的结构也
会进行相应改进，以保证在温控确实出现
故障的情况下，玻璃不会出现问题。当
然，此次事故的调查结果还有可能使适航
条款发生变动，以保证从飞机原始设计和
制造上，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可以肯定的是，此次飞机成功备降，
是民航界团结协作的结果。惊险一瞬，这
是一次“史诗级的备降”，我们应当为

“英雄”机组点赞。（王 希采访整理）

中国对外援助从不搞“猫腻”
本报记者 张 红

近日，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发布
了一个报告，称中国通过向亚太地区
的16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为自
己谋取战略优势。毫无疑问，这是一
部分人在用他们熟悉的思维方式揣测
中国政府开展对外援助和对外合作时
的考虑和立场。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这类莫名其妙的非议折射出的正是一
种自己干不了还不许别人干的狭隘心
态。所幸，国际舆论中不乏理性声
音。

国 际 论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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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智能领先全球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九江路支行最新入职了一名
员工——“小龙人”，“她”是在中国第一家实现了
全自动化的“无人银行”工作的机器人。作为银行
工作人员，她会与客户交谈，然后对银行卡账目信
息进行核对 （她随身携带密码键盘），并且能够回答
基本的问题。

在与“小龙人”进行初步交谈之后，顾客将通
过电子门，他们的面部和身份证会在这里接受扫
描。顾客以后再来这家银行的时候，仅凭借面部识
别就能自动开启大门和调取客户信息。

在中国城市中，机器人正服务于人们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中国
占据了全球机器人市场的最大份额，其资产净值为
300亿美元。

——据英国《卫报》网站5月14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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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5 月 15 日报
道，5月14日，一架自重庆飞往拉萨的
航班，驾驶舱挡风玻璃在高空中爆裂
脱落，副驾驶半身被吸出窗外，但机长
在低温、低压、许多仪器失灵的困境下
完成备降，全机128人安全落地。

英国 《每日邮报》 5 月 14 日报
道，驾驶舱玻璃在 3.2万英尺高空突
然碎裂，英勇的飞行员安全降落载满
乘客的飞机。

美国 《纽约时报》 5 月 14 日报
道，飞机于上午 7 时 42 分在中国西
南部的成都市紧急迫降。中国许多
社交媒体用户赞扬飞行员们是英雄，
并鼓励航空公司对他们进行奖励。机
长对事故的利落处理也使公司得到
了称赞。

川航备降，为专业精神点赞
■受访专家：《国际航空》杂志高级编辑 颜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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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行方式在中国受追捧

国际知名咨询公司贝恩近期对中国一、二、三
线城市近 2000名消费者展开的调查结果显示，共享
单车是最受欢迎的新型出行方式，有 73%的受访者
表示，曾使用过共享单车；专车等网约车位列第
二，62%的受访者表示，曾使用过网约车替代传统出
行。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新型出行方式、严重的交
通拥堵和养车的财务成本，有更多的中国消费者拒
绝购买汽车。

据贝恩估计，在过去3年里，国内的共享单车和
网约车的市场规模分别增长了5倍和4倍。中国网约
车市场交易总额在 2016 年达到约 230 亿美元，超过
世界其他国家的合计总额。

——据英国路透社5月16日报道

图为位于昆明市三市街口的共享单车临时停放
点。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外企看好中国金融市场

由于中国政府放宽外资金融企业的出资限制，
全球大型金融企业纷纷宣布进驻中国市场。

美国大型债券投资企业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最
早将于 2018年年内在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美国摩
根大通和日本野村控股也已向中国相关部门提出申
请。外资企业做出这些调整的背景是中国金融市场
扩大。

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和首次公开募股十分活
跃，如果能够在这一领域获得较高份额，则可能改
写全球金融势力版图。

——据《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网5月15日报道

图为建设银行上海九江路支行的机器人员工
“小龙人”。 （来源：英国《卫报》网站）

图为建设银行上海九江路支行的机器人员工
“小龙人”。 （来源：英国《卫报》网站）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良好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4月新
能源汽车销量达到81904辆，而1-4月的新能源汽车
总销量达到22.5万辆，同比增长了149%。

通常，中国在一整年中的汽车销量增速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加快，因此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今年中
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首次突破100万辆。

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到 2020年使新能源汽车销量
达到200万辆，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推出了激励措施和
汽油车限购措施。2018年一季度，中国贡献了全球
新能源汽车总销量的一半左右。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5月11日报道

图为江苏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陆地方舟纯电动
汽车生产线上的工人们正在进行除尘作业。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