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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

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

习近平连续访问阿根廷和巴拿马两
国，着实让中国与这两个拉美国家的双边
关系又“火”了一把。

据阿根廷 《号角报》 报道，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的同时对阿根廷展
开国事访问。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向习近平
授予了“解放者圣马丁大项链级勋章”。

报道称，马克里高度评价习近平访问
期间两国签署的 30项合作协议，并表示此
访将在更大互信的基础上，为双边关系带
来发展动力。

《巴拿马明星报》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对巴拿马展开国事访问，这无疑
是巴拿马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不
仅是因为此次访问打破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
的格局，更因为它让小小的巴拿马与拥有13
多亿人口的中国进行了接触。

2017 年 6 月，巴拿马与中国正式建交，
“一年半来，中巴关系强劲起步，各领域合
作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习近平对阿根廷和巴拿马进行国事访
问，对中拉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大超出预
期。”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
学教授王萍最近在阿根廷参加学术会议，见
证了阿根廷社会对习近平到访的热烈反响。

关系升温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双边
合作。

据拉美社报道，阿根廷和中国在双边日
程上迈出重要步伐。两国12月2日签署了中
阿政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3），为两国
在多个领域内的各项合作规划了路线图。

报道称，习近平与马克里举行会晤之后，
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内容涉及基础设施、农
业、矿产、能源、金融、交通等诸多领域。

《今天巴拿马》 称，随着习近平的到
访，巴中关系将迈出“巨大的一步”。此访
可能产生很多可能性：双方自贸协定磋商
加速，确认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的最后选
址，评估科隆项目的磋商进程……对巴拿
马政府来说，这是个主权不受影响的历史
性机会，因为中国没有带着“帝国主义姿
态”，而是处处彰显友好。

“元首外交是观察一国外交理念的重
要窗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拉美研
究中心主任吴长胜对本报表示，中国和拉
美交往中一直秉承“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的原则。主要体现是，一是我们不干涉别国
内政，不强行施加政治要求；二是不建立或
者抢占别人的势力范围；三是发展与拉美
的关系不以意识形态作为标准和前提。

延伸线：

“一带一路”助推互联互通

“中国新丝绸之路延伸到拉美。”巴拿马
《星报》称，习近平访巴期间，两国签署约 20
项协议，涵盖经贸、文化、旅游、教育、海事、
农业合作等。

“樱桃外交”，“德国之声”报道称，阿根
廷已经签订协议向中国出口樱桃，出口蜂蜜
与猪肉的协议也在谈判中。德国《焦点》周刊
表示，中国的投资被看作是给阿根廷这个陷
入经济和金融危机中的国家“雪中送炭”。

丝路“快车”拉近双方距离，“樱桃外交”
带来实惠利益。

巴拿马农业部长卡勒斯表示，巴中签署
农业合作协议将大幅提高巴农民的收入，并
解决更多人的就业。

“一带一路”再次“圈粉”拉美。无论是元首
会谈，还是联合声明，中国与阿根廷和巴拿马提升

“一带一路”合作的主张，得到两国的热烈响应。
马克里表示，阿方坚定致力于深化同中

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一带一路”框
架内合作。巴拿马总统巴雷拉表示，巴方支
持共建“一带一路”，期待同中方加强投资、
港口运输、自贸区等领域合作。

“‘一带一路’合作前景广阔，阿、巴两国
各有优势。阿根廷是拉美大国和新兴市场国
家，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基础深厚。中巴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巴方‘2030年国
家物流战略’同中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
度契合。去年，巴雷拉总统访华期间，巴拿马
成为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
忘录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吴长胜表示，习
近平的拉美之行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

“一带一路”具体落地的重要一步。
“一带一路”倡议为何在拉美大受欢迎？
“中拉经济互补性极强，可以有效对接

产能，实现互联互通。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
体，中国市场为拉美经济提供了发展机遇，
中国投资则弥补了拉美资本短缺的短板。”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
主任杨建民对本报表示，拉美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自然延伸，是“一带一路”建设很重要的
参与方。

王萍表示，拉美国家自身发展愿望强烈，
但面临诸多现实困难，最大的挑战是经济结
构脆弱，工业基础薄弱，深陷中等收入国家陷
阱怪圈，对外部市场依赖性强，基础设施落
后。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设施联通理
念契合了拉美的发展需求，“一带一路”在中
亚、西亚、东南亚包括欧洲国家的成功实践，
对拉美国家极具吸引力和感召力。

新蓝图：

中拉合作开启崭新篇章

中拉关系暖流涌动，世界瞩目；中拉
合作未来可期，前景广阔。

“中国和拉美虽然相距遥远，但进入新
世纪以来，双边关系取得飞跃发展，处于双
边关系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双方在资金、技
术、资源和产能方面的对接优势明显。”吴
长胜表示，未来，要用好中拉的战略机遇期，
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作用，实现
中拉双方资源优势互补，朝着中拉命运共同
体的方向迈进。

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首访阿根廷，两
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掀起双方
合作热潮。今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阿根
廷，无疑将对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规划未来合作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据巴拿马 TNV 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
12 月 3 日，习近平参观巴拿马运河太平洋
一侧的新船闸科科利船闸。巴拿马运河管
理局官员埃迪表示，巴拿马运河的收益提
高得益于全国自由贸易。中国是全球化的
捍卫者，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重视，凸显中
国为维护全球贸易自由做出的努力。

《巴拿马明星报》网站评价，与中国发
展关系，不仅仅是在贸易往来上为巴拿马
提供了一个如此巨大的市场，而且赋予巴
拿马更加重要的角色和自我保护能力。文
章称，中国国家主席的来访将让巴拿马置
身一种全新的国际现实，巴拿马将在其中
面临新的可能性。

王萍表示，拉美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
是市场经济国家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都支持
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中拉关系向好发展有
助于更好地凝聚全球力量，维护多边主义贸易
机制，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当然，未来中拉关系还面临很多挑战。
对此，吴长胜表示，一是无论外部因素如何
变化，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发展
与拉美关系。二是增强政治互信，加深文化
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杨建民认为，要加强人文和地方等领域
交流，便利中拉双方人员往来，夯实两国关
系民意基础。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
深化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中拉论坛等
多边机制中的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等挑战，共同推动建设新型国
际关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维护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图为 2017 年 6 月 12 日，在巴拿马首都
巴拿马城的华人社区，人们在巴拿马与中
国建交的庆祝活动上拍摄烟花。

毛里西奥·巴伦苏埃拉摄 （新华社发）

中拉合作借得东风好扬帆
本报记者 贾平凡

中拉合作借得东风好扬帆
本报记者 贾平凡

近日，中拉关系火热，恰似一支激情四射的探戈舞。12月2日
至3日，在阿根廷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对阿根廷和巴拿马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四次访问拉美，也是中
共十九大后习近平主席首访拉美，第二次访阿，中国同巴拿马
建交后首次访巴，对引领新时代中拉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12 月 6 日,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 召开会议，
石油减产和多国会谈是会议的主要议程。而在会议前
夕，卡塔尔3日突然宣布，该国决定明年1月正式退出
欧佩克。消息传出后，国际油价随即出现短线下跌，
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退群”出于综合考量

“卡塔尔加入欧佩克已经 57 年了，退出不是个容
易的决定。”卡塔尔能源部长萨阿德在多哈一场记者会
上表示。

“我们 （在石油方面） 没有很好的潜力，我们非常
现实。我们的潜力是天然气。”萨阿德表示，此举是

“希望专注于天然气开采和液化天然气生产”,“重新
审视卡塔尔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和贡献”，决定调
整能源发展长期战略，集中精力巩固卡塔尔作为领先
的天然气生产大国的地位。

据路透社报道，萨阿德在发布会上解释，退出欧
佩克是一种“战略性和技术性”的改变，是一项“战
略性决策”，并称已在早些时候向欧佩克进行通报。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崔守
军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对于卡塔尔突然宣布退出欧
佩克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而卡塔尔退出的理由除了专
注天然气，最主要的还是跟欧佩克的配额有关。

崔守军分析，因为欧佩克是沙特主导的组织，每
个国家的产油量都有配额，现在沙特开始增加自己的
石油产量，导致国际油价下跌，会直接影响卡塔尔的
财政收入，它退出后就可以不受这个配额的影响。

油价总体不受影响

按计划，12月6日到7日，欧佩克成员国与包括俄
罗斯在内的其他产油国将在维也纳举行欧佩克会议，
商讨有关减产的问题。对于此次会议，卡塔尔表示依
然会出席，继续履行欧佩克成员义务，直至明年元旦
正式退出。

1961年，卡塔尔加入欧佩克，产油量目前在该组
织中排在11位，卡塔尔目前的原油产量维持在日均约
61万桶，占欧佩克原油总产量的1.95%左右，占全球原
油产量的0.64%左右。在欧佩克的历史上，卡塔尔扮演
了重要角色。

崔守军分析认为，从现实层面来说，卡塔尔的决

定对欧佩克延长减产协议的影响不大，虽然国际油价
短期出现波动，但卡塔尔实际原油产量在全球原油市
场的占比不大。即便卡塔尔从欧佩克“退群”，对国际
油价和欧佩克的减产计划影响也不会很大。

路透社援引一名欧佩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
塔尔“退群”举措“象征意义居多”，“它不是产油大
国，只是在欧佩克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国际舆论认为，卡塔尔的退出意味着欧佩克这个
全球最大的石油组织开始出现裂缝。

对此，崔守军表示，从心理层面来说，欧佩克成
立57年来，卡塔尔是首个提出正式退出欧佩克的中东
国家，某种程度上会使欧佩克的凝聚力大打折扣，影
响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其“示范效应”不应被低估。

能源格局或将“洗牌”

有业内人士指出，卡塔尔此次退群可能导致国际
能源市场面临重新“洗牌”。

事实上，近年来欧佩克正在被边缘化，国际石油
市场的关键决定权已经落入全球几大产油巨头手中。
欧佩克的石油话语权，特别是石油定价权会进一步下
降。

据路透社报道，在全球经济放缓和美国石油供应
增加的大背景下，欧佩克与以俄罗斯为主的非欧佩克
产油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并未完全达成一致。

崔守军分析指出，近年来，国际原油市场受到
冲击日益增大。第一，目前，欧佩克控制的国际产
油量份额不足 40%，美国页岩气和新能源的发展对
沙特石油的冲击非常大。第二，2009 年到 2016 年，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 60%，太阳能和石油
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特别是在发电领
域。所以光伏设备成本的下降，其实某种程度上就
是让石油的稀缺性下降，让石油的可替代性增加。
第三，气候变化，全球有 194 个国家都加入了巴黎气
候协议，承诺减少对化石能源的消耗。出于环境的考
虑，各个国家已经达成共识，即化石能源的排放是导
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要减少对化石
能源的使用和消费，新能源在全球各国能源消费结构
中的比重会逐步上升。

崔守军认为，这些因素将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的供
求关系，对油价产生新的下行压力，欧佩克的石油权
利处在一个下降的轨道里，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卡塔尔“退群”影响几何？
祖 鸿

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欧洲古国
葡萄牙，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它东、北
连接西班牙，西、南濒临大西洋。葡萄牙
现有人口 1029.1 万，国土面积约 9.22 万平
方公里，首都为里斯本，官方语言为葡萄

牙语。
图为2018年6月16日，在葡萄牙阿威

罗举行的端午龙舟巡游活动开幕式上，阿
威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表演竹竿舞。

新华社记者 张立云摄

葡萄牙学生跳起竹竿舞

6名
12 月 3 日,布基纳法索安全部门发布声明说，

布基纳法索安全部队在布东部法达恩古尔马省打死
了6名非法武装分子。

声明说，当天上午，安全部队在巡逻时遭遇一
伙非法武装分子伏击，双方发生交火，6名非法武
装分子被击毙。安全部队方面有1名士兵受伤，1
辆军车受损。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
了这起袭击事件。

2015年以来，布基纳法索袭击事件频发，安
全形势严峻。 （据新华社电）

3人
北京时间 12 月 3 日 19 时 33 分，俄罗斯

“联盟－FG”火箭携带“联盟MS－11”飞船从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约9
分钟后，飞船在预定轨道内与火箭分离，飞赴
国际空间站。

按计划，飞船将在北京时间4日1时35分
与空间站的“探索”号小型试验舱自动对接，3
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内连续驻守194天。目前
在国际空间站值班的3名宇航员分别来自俄罗
斯、美国和德国。

数
字
天
下

日前，“葡萄牙2018中国
电影周”在葡萄牙首都里斯
本举行，《中国合伙人》《湄
公河行动》《狼图腾》《我们
诞生在中国》《百鸟朝凤》 等
7部影片参加展映，为中葡两
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又添上多
彩一笔。

今年以来，葡萄牙举行
了多场与中国有关的文化交
流活动。11 月 26 日，“孔子
的智慧”文化展在里斯本大
学孔子学院举行，展出的 60
多幅图片向葡萄牙观众全面
介绍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
的生平故事以及他创立的儒
家思想。

10 月 1 日，葡萄牙北部
第二大城市波尔图百年老店
莱罗书店举办“中国日”活
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当地
民众。

中国驻葡大使馆文化参
赞舒建平说，这一活动不仅
反 映 了 中 葡 友 好 关 系 的 现
状，也说明中国在海外的文
化影响力越来越大，活动有
助于进一步推动中葡两国民
间文化交流。

影视界的交流成为中葡
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
分。9 月 6 日，“影像中国”
播映活动启动仪式暨中国电
视剧 《鸡毛飞上天》 开播仪
式在里斯本举行。出席开播
仪式的葡萄牙国会议员葡中
友好小组委员安东尼奥·加梅
罗在致辞中说，该活动是葡
中两国媒体深入合作的重要
成果，中国电视剧首次在葡萄牙落地开播具有
重要纪念意义，是葡中文化交流的一个实证。

近年来，中国和葡萄牙的文化交流活动日
益频繁，两国在人文交流和教育方面的合作不
断增加，葡萄牙民众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兴趣
也变得日益浓厚。

在孔子学院的大力推动下，葡萄牙学习中文
的人数逐年增加，中国来葡学习的留学生人数也
在不断增长。

中葡在人文领域不断深化的合作，不仅为两
国民心相通架起一座座互通共融的桥梁，也为两
国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明年是中国与葡萄牙建交 40周年。中葡将
在对方国家举办文化节予以庆祝，比如中国国
家京剧院将在里斯本上演《杨门女将》，故宫博
物院将在里斯本举办“东风西韵——紫禁城与
海上丝绸之路展”，中国的芭蕾舞团将在波尔图
和里斯本演出等。

舒建平说，随着中葡文化交流活动逐渐增
多，中国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他介绍说，中
国文化中心将于明年在里斯本正式成立，这对
进一步增强中葡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必将
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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