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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烂烟花绽放黄海之滨，“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盛情感染世界。当
上合峰会走进中国“孔孟之乡”，这片儒
家文化发祥地满溢着宾至如归的亲切，
回荡着中华文化与“上海精神”的共鸣。

“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
海一家’。这种‘和合’理念同‘上海
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上海精神’
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
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强调求同存异、合
作共赢，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同和支
持。”9 日晚，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宴会，欢迎各方来宾。热情
的祝酒辞，道出主宾共同心声。

“和合”理念与“上海精神”相通相
融，在一个“和”字。中华民族历来讲求

“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平、和睦、和
谐的理念深入民族血脉。上合组织由
安全合作起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
如何变幻，尽管社会制度、发展阶
段、文化背景各有差异，上合成员国
始终致力于和睦共处、和谐发展。

“和合”理念与“上海精神”相通
相融，在一个“合”字。“志合者，不以
山海为远”“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习近
平主席多次引用充满哲理的中国古语
阐明合作要义。17 年风雨兼程，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结成共同致力民族振兴、地
区发展的伙伴，合作共赢之路越走越
宽。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对外交往、
机制建设等六大合作平台将上合大家
庭紧密聚合在一起，“一带一路”倡议将
国家发展与区域繁荣深入融合在一起。

“和合”理念与“上海精神”相通相融，在一个
“共”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衷共济，四海一
家”，共命运、共担当的天下情怀是中华民族始终不渝的
精神品格。共促团结、共筑安全、共谋发展、共建家
园，构建“平等相待、守望相助、休戚与共、安危共担
的命运共同体”，“共”字已成为上合发展的鲜明标志。

5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
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提出一系
列新理念新倡议。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浸润着东方智慧，激荡起世界回响。

盛大的灯光焰火艺术表演在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
基 《第一钢琴协奏曲》 乐声中进入高潮。绿之春、红之
夏、金之秋、白之冬，四季流转，五彩斑斓，“和合”理
念与“上海精神”交相辉映，奏响上合组织命运与共的
华美乐章。 （据新华社电）

上图：6月10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内，一名
外国记者在展台前挑选书籍。 本报记者 孟祥麟摄

技术创新 高端服务

“2017年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
额 12182.4 亿 元 人 民 币 ， 同 比 增 长
26.8%，创历史新高。”全国政协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房爱卿在论坛开幕式上借助
一组数据显示出我国服务外包良好的发
展态势。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的发展，既为服务外包企
业依托自身技术优势支持制造企业转型
升级提供了便利，也为服务外包企业创新
业务提供了技术手段。房爱卿表示，“如
今，身不离屋就可开展服务外包业务，境
外交付模式发展迅速，服务外包正向知识
经济、数字经济、创新经济迈进。”

当前我国以数字经济、智慧产业为
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势头迅猛，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
服务外包产业作为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已逐渐成长为经济创新增

长的新引擎，对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
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最重要的业务之一就是理解客
户需求，用专业优势，为客户提供最符
合他们利益的方案。”爱讯达科技 （深
圳）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江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

专业汇聚 跨界融合

服务外包有利于企业集中优势资
源，发挥所长。前雅虎公司全球首席财
务官肯·高德曼强调，“外包非常重要的
一点是要考虑企业在哪一些领域拥有最
佳的实践，哪一些领域占据最强的优
势。”他认为，企业必须做出清晰的规
划，稳定自身的传统业务，评估自己的
落后领域，对外包的项目制定基准目标。

目前，中国已有一批创新能力强、
集成服务水平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
务外包龙头企业市场影响和领导力持续
提升，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

型服务外包企业成长壮大起来。高端服
务外包已经开始从标准化模块式供给向
个性化定制式供给发展。

“服务外包生态链正在形成，跨界整
合集成式供给迅速增加。”房爱卿表示，
过去外包行业之间界限清楚，现在已打
破供应链不同环节之间，设计、实施、
运营、维护之间的界限，边界越来越模
糊，业务越来越融合，服务外包企业广
泛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与传统产
业的跨界融合。

扩大开放 合作共赢

今年正逢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再次强调，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

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无疑为服务外包
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空间。

《中国外包品牌发展报告 2018》 显
示，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持续增强，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香
港等市场保持稳定发展，“中国外包”服
务的对象覆盖到全球 200 多个国家 （地
区），从美欧港日拓展至东南亚、大洋
洲、中东拉美和非洲等。

中国非洲商会投资和运营总监吉尔
斯·德扬及其合作伙伴在专题论坛中详细
介绍了中非合作项目AMANI如何通过在
线平台使交易变得简单安全，促进“非
洲产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助力中
国公司寻找到更满意的产品。”俄罗斯战
略外包联盟谢尔盖·梅克唐斯基在发言中
同样提到同中国的合作，并表示中俄作
为邻国，在很多领域都有共同利益，希
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接触，促进两国深
度交流。

“开放协同，互联共享”在全球化时
代已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通过服务外
包的平台，为全球经济合作共赢提供发
展新机遇。

上图：2018 全球服务外包大会项目
签约仪式。 王 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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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全球服务外包插上翅膀
王 希 刘雨溪

环 球 热 点

来自中国的大熊猫“梦梦”和“娇庆”于 2017 年 6 月 24 日抵达德国柏
林。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当地民众对它们的热情未有丝毫减退。它们如
今已成为柏林动物园的“明星”。图为6月9日，在德国柏林动物园，一名女
孩挑选大熊猫玩偶。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摄

柏林熊猫“热”

联合国大会主席莱恰克 9 日宣
布，应巴勒斯坦等国要求，联大将于
13 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巴以之间
流血冲突问题。预计相关国家将在会
议上展开激烈交锋。

持续两个多月的新一轮巴以冲
突，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巴方采取
与以往不同的应对方式，以实现其
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牵制美以行动
的诉求。

冲突再起新在哪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 9 日公布
的巴方人员伤亡数字，自从约旦河
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于 3
月30日举行“回归大游行”大规模
抗议示威活动以来，已经有 135 名
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 127 名巴勒
斯坦人死于加沙地带和以色列之间
边界地区，另有约 1.47 万名巴勒斯
坦人受伤。

新一轮巴以冲突，反映了新背
景，呈现出新形式和新广度。

就背景而言，美国去年12月宣
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和今
年 5 月 14 日美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
夫搬迁到耶路撒冷，是引发新一轮
巴以冲突的最直接诱因。此外，数十
年来，巴勒斯坦人为争取独立建国进
行艰苦斗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反
抗活动实施坚决镇压。新一轮冲突是
旧时斗争的延续，也是新旧因素共同
引发的严重事态。

就形式而言，在抗议方面，巴
勒斯坦人主要以游行示威、冲击关
卡和投掷石块等非暴力或低强度暴
力活动为主。虽然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
德） 等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在新一轮

巴以冲突中表现积极，但迄今没有
发生一起可能被以色列和西方媒体
大做文章的自杀式袭击。针对以色
列境内的火箭弹袭击也刻意避开城
镇和人口稠密地区，大大降低以方
平民伤亡可能性。而在政治方面，
巴领导层决定重新启用1967年被以
色列解散的东耶路撒冷市政府，作
为对美国搬迁驻以使馆的回应。

就广度而言，在地域上，巴勒
斯坦人举行的抗议活动不限于主要
由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而且还扩
大到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
赫）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在国际
上，继为巴人提供国际保护的决议草
案被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之后，
巴勒斯坦又联合其他一些国家要求
联大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巴以冲突问
题。巴方还利用其影响力，促使阿根
廷足球队取消原定于 9 日在耶路撒
冷举行的一场世界杯热身赛。

聚光灯下以退为进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持续两
个多月的巴以新一轮冲突已经引起
广泛关注，减少暴力行为让对手陷
入被动，以实现其四大诉求。

首先是赢得国际社会对巴勒斯
坦人的同情与支持，让巴勒斯坦问
题再次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焦点。在
联合国安理会日前就为巴人提供保
护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在安理
会 15 个理事国中，10 个投下赞成
票，4 个弃权，唯有美国以常任理
事国身份投出否决票。在这次会议
上，绝大多数理事国都要求国际社
会秉持公道回应巴勒斯坦和阿拉伯
人民正当诉求，反对任何针对平民
的暴力活动。

其次是让以色列被动。由于巴
以双方伤亡情况悬殊，加上巴勒斯
坦人抗议活动的方式出现变化，使
得以色列虽然继续奉行“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政策，但在军事上难以

“速战速决”，在政治上难以占据主
动，在舆论宣传上难以为自己辩
白。由于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处于
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国际社会要
求巴以双方特别是以色列方面保持
克制的呼声很高。

再次是让美国难堪。美国之所
以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意孤行，一
个重要原因是中东形势近年来出现
巨大变化：阿拉伯世界严重分裂，
巴勒斯坦方面失去大部分外来资金
支持，以色列军事优势更加明显，
美方自认为有恃无恐。但是，新一
轮巴以冲突表明，巴以问题不可能
任由美国摆布，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已经被赶下道德制高点，很难再独
自扮演主导角色。

最后是对美国推动一些阿拉伯
国家同以色列缓和关系的意图形成
牵制。在巴以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
下，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缓和
关系的步伐已经停顿下来。例如沙
特内阁本月 4 日在国王萨勒曼主持
下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侵犯巴勒
斯坦人权益，违反相关国际决议。
沙特政府如此严厉谴责以色列，这
在近几年很罕见。

新一轮巴以冲突表明，尽管近
年来巴勒斯坦问题受国际舆论关注
的程度有所降低，但其作为诸多中
东问题一个根源的性质并没有发生
改变。国际社会必须为推动解决这
个问题做出努力，拖延、搁置只会
使形势更加紧张复杂。

（据新华社电）

6月 9日，2018全球服务外包大会在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国内外26个国家

和地区，370家企业和单位，超过650位企

业家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发展。

本届大会以“开放协同，互联共享”

为主题，旨在搭建全球服务外包业界交流

平台。这是全球服务外包大会创办以来，

首次落户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新一轮巴以冲突“新”在哪儿？
邵 杰

新一轮巴以冲突“新”在哪儿？
邵 杰

5国
6月 8日，联合国大会选举德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南非、比利时和印
度尼西亚5国为2019年和2020年安理
会非常任理事国。

此次参加角逐的有6个国家。由于
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按地区分配，
德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南非和比利时
在选举时没有竞争对手，印度尼西亚和
马尔代夫争夺亚太地区1个席位。当天
联合国190个会员国参加了投票。

4万人
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尽管特朗普政府不断出台打击
非法移民举措，但非法越境者数量连
续3个月攀升，上月在美墨边境逮捕
的非法移民数量突破4万人，创2018
财年最高纪录。

其中，非法入境的无人陪伴儿童
数量从 4 月的 4302 人增加到 5 月的
6405人，携带儿童非法入境的移民父
母数量则略有下降。

71人
近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表声

明说，由于受到安全威胁，该组织已
撤出派驻也门的71名工作人员，这将
严重影响外科手术、提供清洁水源和
粮食救助等方面的人道主义行动。

几周来该组织在也门的活动一直
受到阻挠和威胁，成为被直接针对的
目标，有人甚至企图将该组织作为冲
突中可利用的棋子。不到两个月前，
该组织一名工作人员被武装分子杀害。

5名
比利时联邦检察院近日发表公报

说，比利时检方当天以“涉嫌贪腐、洗
钱、伪造签字以及参与有组织犯罪团伙
等”罪名，正式逮捕5名一天前被警方
拘留的涉嫌参与网球赌球的嫌犯。

在欧洲刑警组织的支持下，类似
的搜查行动同时也在德国、法国、保
加利亚、斯洛伐克、荷兰和美国等国
展开，并当场缴获了一批现金及手机
和电脑等设备。 （均据新华社电）

5月 17日，阿盟在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总部召开紧急外长会议，商讨
巴以局势新动向，并要求对加沙暴力冲突展开国际调查。图为阿盟秘书长
盖特 （左） 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尔 （中） 出席会议。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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