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外媒看中国 责编：李嘉宝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李嘉宝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8月12日 星期一

“最具活力的伙伴关系”

随着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东
亚峰会外长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近日在泰国曼谷举
行，中国-东盟关系再度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多家外媒纷纷对中国-东盟的最新贸易数据进行报
道、解读。据 《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2019 年上半年，
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额同比增长 4.2％，达到 2918.5 亿美
元。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且“有
史以来第一次，东盟有望在全年排名上超过美国”。该报道
还指出，“在东盟国家中，出口增长突出的是越南。今年上
半年，中国对越南的出口增长了 14%。中国企业越来越多
地在越南建立新的生产基地，生产零部件和材料。”

正如东盟外长们所说，东盟与中国对话伙伴关系是
东盟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伙伴关系，也是最具实质性、
惠及东盟最多的一组关系。不少外媒敏锐地捕捉到系列
会议释放出的积极信号。

美联社关注到，东南亚国家外长呼吁在全球挑战日
益增多之际深化一体化。中国则表示将致力于“妥善处
理分歧”，并承诺将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法国国际
广播电台对此评价说：“各方聚焦在贸易摩擦背景下寻求
发展机会。”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东盟国家对中方提出的
3 年内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相关磋商的时间表表示欢
迎。东盟各国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提出，各国确认建立
互信、自我克制以避免事态复杂化的必要性。

路透社援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话报道称，域外国
家不应有意放大过去遗留的分歧或争端，也不应利用这
些分歧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播下不信任的种子。泰国

《曼谷邮报》报道称，王毅指出，一些域外国家罔顾实际
情况，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相信不会得到相关国家的
认同。

“‘一带一路’是长期增长动力”

在7月31日的第52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与东盟
就“一带一路”倡议与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
对接达成一致，将启动并尽快完成磋商，提交今年11月
领导人会议发表。这是继东盟10国分别与中国签署双边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后，中国和东盟整体就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
合唱。对此，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地区的东盟深
有体会。

马来西亚 《市场前沿》 网站将“一带一路”倡议视
为东盟国家重要的长期增长动力。该报道指出，一些东
盟国家正采取多种措施吸引长期投资，如泰国政府提出
的“东部经济走廊”项目。该项目是泰国4.0战略的一部
分，旨在让泰国经济转变为东南亚的经济引擎。而中国
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提供资金，满足东盟国家基础
建设的要求，也可以支持落实 《2025 年东欧共同体愿
景》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

“菲律宾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菲
律宾驻华大使罗马纳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菲律
宾正在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机遇。菲律宾 2017 年推出

“大建特建”计划，旨在完善菲律宾的基础设施，改善菲
律宾人民的生活水平。该计划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高度契合，推动了菲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更
多互利合作。

东盟互联互通协调委员会轮值主席伊丽莎白·布恩苏
塞索表示，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但一些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对于国际资金的吸引力不大，在项目和
资金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我们欢迎像亚投行这样专
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多边金融机构，加入到东盟国家的
基础设施建设中。”

“构建经济命运共同体”

当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暗
流涌动。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国和东盟在维护
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上话语投契，正相向而行。双方已
达成共识，将携手推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ECP） 谈判年内结束，加快地区贸易自由化进程。
新加坡《海峡时报》称，“RECP一经签署，这份由

东盟 10 国及其 6 个自由贸易协定伙伴——中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组成的协定，将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合约。”报道进一步指出，“北京希
望借此促进区域秩序稳定，并进一步推动经济一体化。”

东盟持同样的态度。据法新社报道，“在摩擦影响全
球经济的背景下，东盟国家关注如何寻求新的机遇。自
由贸易肯定是区域所需要的。东盟各国正加快脚步，争
取年内结束 RCEP谈判，签署这份涵盖区域人口约占全
球一半的协定。”

作为东盟的主要伙伴之一，中国加强地区合作的决心
真诚而坚定。这让国际舆论普遍看好双方合作前景。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让各国看到了与中国合作
的未来方向。它所谋求的不是短期效益，而是保证发展
的可持续性。这对谋求发展的东盟形成了强大吸引力。”
有外媒分析指出，中国外交的东南亚方向如今已基本稳
定。中国不仅继续保持与东盟的经贸往来，还注重给出根
本、深远的经济融合方案，与东盟构建经济命运共同体。

马来西亚 《市场前沿》 网站刊文称，“我们注意到，
共建‘一带一路’将为东盟带来更多的动力和更长期的
结构性变革，这是积极的一面。未来数月乃至数年，‘一
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潜在发展前景值得密切关注。”

上图：7月 22日，2019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中
国贵州开幕。图为师生在中国—东盟少儿艺术教育成果
展上参观簸箕画。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新一代让唐人街变得年轻

唐人街几乎是所有到纽约观光游客的首选景点之
一。如今，新一代华人正让它变得更年轻、时尚。

现在，纽约有多个唐人街。其中，曼哈顿的唐人街
人口约10万，是西半球最集中的华人居住区之一。

近年来，唐人街正在发生变化，已成为纽约的时尚
社区之一。在林立的超市和点心店之间，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别致酒吧、画廊和咖啡馆等。这里也吸引着越来越
多非中国移民。与纽约大多数社区不同，唐人街正吸引
大批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回来，许多年轻人回到这里做生
意，有的创办自己的公司，有的重振父辈的生意，这些
新公司几乎布满唐人街的每个角落。与上一辈的店铺不
同，新公司往往带有新创意。

——据德新社8月6日报道

教育部出新规打击非法外教

随着向世界开放，英语教学在中国已成为获利颇丰
的行业。全中国有 5 万家英语培训机构，市场规模达
5000 亿元。这种巨大需求使很多外国人 （尤其是白人）
只需办理简单手续就能找到一份外教工作。2017年在华
外教超过 40 万，但仅有 1/3 手续合法。大部分在华外教
的工作合同都由中介打理，而非任教的培训机构。

但这种乱象很快会改变。中国教育部等7月份联合发
布课外培训新规，要求培训机构必须公示所雇用外教的
详细个人信息。所有此类机构须在明年 6 月底前完成整
改，否则会面临从被罚款到被关停的惩罚。

——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8月6日文章

日本顶尖高校中国学生激增

如今，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名牌大学求学，成绩
十分优异。目前，在日本顶尖学府中，早稻田大学约有
3400 名中国留学生，庆应大学约有 950 人，京都大学有
1400人，东京大学约有2400人 （截至5月19日）。他们有
的是高中毕业后通过留学生考试考入的，有的是从中国
大学毕业后来读研究生。东京大学会给在学业、社会活
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颁发“校长奖章”，至今已有多
名中国留学生获得这一殊荣。

——据日本《周刊现代》8月5日报道

中国成欧洲电影头号海外市场

在欧洲以外，如今拥有最多欧洲电影观众的市场不
再是美国，而是中国。长期以来，北美电影观众一直是
欧洲影片的主要外国受众。考虑到欧洲对好莱坞的长期
影响，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欧洲视听观察组织近日发布
的研究显示，中国买票观看欧洲电影的人数超过美国。

2017 年欧洲电影在华观影人数首次超过美国，3580
万中国影迷购买了欧洲影片的票。比 2016 年增长 69%，
占欧洲以外欧洲电影观影人数的 37%。相比之下，北美
是 2710 万，占比 28%。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意义重大。
2017 年欧洲电影的年观影人数从 8000 万跃升至 9700 万，
完全归功于中国。

——据美国《好莱坞报道者》网站8月5日文章

近年来，中国高铁不断立下新的科技创新里程
碑。中国正在研发的时速 400 公里可变轨高速列车，
可在世界各地不同轨距和基础设施标准轨制的轨道上
运行，满足跨国运输需求，有效提升“一带一路”倡
议下的互联互通水平。此外，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
悬浮列车将为乘客提供更好的体验；时速250公里以
上的高速货运列车也计划于今年底下线。

在高铁建设上，国家保持大规模资金投入，各省
市积极进行区域性高铁规划。高铁科技创新也得到了
国家的大力支持。“十三五”期间，国家启动了先进
轨道交通重点专项，将使中国高铁的科技创新能力保
持世界领先水平。

高铁是最新行业技术、基础工业技术和新兴技
术的集大成者，是一个国家科技能力、工业能力和服
务能力的综合展示平台。随着近年来高新技术的迅速
发展，中国高铁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深度融合带来
许多惊喜。

在高铁装备、建设、运营和服务中，人工智能得
到普遍应用。高铁智能化的核心是将人工智能和高铁

技术结合。人工智能领域的图像处理、机器学习、知
识挖掘等技术，是列车铁路各专业在建模分析、控
制、状态检测等常用的工具。今年9月，中国首条智
能高铁——京张高铁将进行联调联试。在京张高铁铺
轨过程中，智能机器人检测，机械化、自动化铺轨机
组以及施工信息化等手段的应用，大幅提高了轨道精
度和施工效率。

在高铁的安全保障上，通过物联网、传感网和信息
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应用，可以实时获取列车运行状态，
进行检测、诊断、预警，能够大幅提高高铁列车的运行
安全系数和运营维护效率。

此外，还有一些技术也在铁路场景中大放异彩。
例如，虚拟现实技术将改变旅客界面，高速通讯技术
使得旅客能够在车里正常办公、社交和娱乐。

从全球范围来看，绿色化、谱系化和智能化是轨
道交通未来主要发展方向。

绿色化是指新能源应用于高速铁路，即能源利
用技术与高铁技术实现融合，例如正在研发的混合
动力列车、燃料电池驱动列车等。谱系化指高速列

车对不同场景的适应性，即新材料技术和高铁技术
实现融合。智能化则是人工智能技术与高铁技术实
现融合。

高铁技术的不断进步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高铁
将改变传统的城市概念、时空概念，对人们的生活产
生深远影响。根据俄罗斯纪录片《中国速度》中的统
计，从北京到上海，路程时间每节省一分钟，就能为
中国经济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益，同时带动沿线地区
的商业和旅游业蓬勃发展。高铁是促进不同地区经济
平衡发展的一个有效工具，同时又能使社会资源向更
有利的方向集聚。

未来15年，中国高铁将努力实现500公里以内的
通勤化交通、1500 公里的同城化交通和 2000 多公里
的走廊化运输。

中国高铁也将继续“走出去”。未来欧亚铁路网
的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
时，中国高铁技术的整体适应性较强，成本低、运量
大、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高铁技术也适合非洲和南美
洲等发展中地区。 （郑雨珂采访整理）

话语投契，中国-东盟关系更紧密
本报记者 李嘉宝

近日，中国-东盟外长会在泰国首都曼谷召
开。与会各方在经贸、安全、人文等领域达成
多个重要共识，中国-东盟合作取得新进展。
此前，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东盟超越美国，跃居中国第
二大贸易伙伴。

当前，中国-东盟关系进入提质升级新阶
段，备受国际社会瞩目。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
优先方向和“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地区，中
国-东盟合作堪称引领东亚区域合作的一面旗
帜。

国际论道

据拉美社近日报道，德国奥米
奥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
的高铁技术仍在不断发展，推进新
一代自动驾驶高铁和磁悬浮列车的
研发。

英国铁路技术网称，中国的高
铁技术无可争议。自 2003 年进入市
场以来，中国高铁迅速发展。中国成
为世界高速铁路的“圣城”。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 《中国的
高速铁路发展》 报告指出，自2008

年以来，中国高铁营业里程已超过
2.9万公里，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
高铁营业里程的总和。截至2019年
一季度末累计运输旅客超过 100 亿
人次。时隔 5 年，世界银行再次向
世界宣介中国高铁的成功。

左图：7 月 25 日，2019 青岛国际
软件融合创新博览会在青岛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图为参观者在展会上
了解高铁列车智能服务升级方案。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新技术助跑，中国高铁“一骑绝尘”
■ 受访专家：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贾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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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研发支出增幅全球最高

去年，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500家公司共投入了6060
亿欧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0%。其中，中国企业的增幅最
高，其次是美国。

创新被视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2018 年，中国上
榜企业共投入330亿欧元研发资金，增幅约为23%。中国
企业的研发总投入排名也从前一年的并列第5上升到第3
位。这是中国企业继去年后排名再次上升。今年增幅第
二大的美国，比上一年增加了 12%，其投入总额是 2720
亿欧元。在研发500强企业中，中国以平均研发投入占营业
额的3.5%排名第8，此前一年为3.2%，增幅超过美国等国。

——据德国新闻电视台8月5日报道

江苏连云港市腾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无人机研发
设计与生产制造民营企业，从事大型军民两用飞行器、
无人机的研发制造等服务。图为8月5日，工作人员正在
安装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架“翼神七”联翼无人机。

耿玉和摄（人民视觉）

王 鹏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