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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联合国再生能源咨询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
中国连续第七年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国，
2018 年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几乎占世界的 1/3，达
912亿美元。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供应日益增长，可再生能
源技术也居世界领先地位。

改革开放 40年来，从无到有，从落后到赶超，可再
生能源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中国能源领域最耀眼的亮
点。近年来，全球能源市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以太阳能和风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成为主流。而在这
场应对气候变化与加速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作为

“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的绿色新名片也越来越亮。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
首先，中国作为“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风电、太

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均为世界第一。截至2019年6
月，中国风电装机 1.93 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 10.5%。
光伏装机 1.36 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 7.4%，光伏装机
已经提前实现 2020年的规划目标。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
发展，替代作用日益凸显，极大优化了中国的能源结
构，对中国实现能源安全、大气污染防治以及温室气体
排放控制等多重目标均作出突出贡献。

第二，中国可再生能源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升，关键
零部件基本实现国产化，相关新增专利数量居于国际前
列，并构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完整产业链。中国已成

为世界第一大风机和光伏设备生产国，国际竞争力大幅度
提升。可再生能源相关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
为新疆、内蒙古、甘肃等风、光资源大省的支柱性产业，在
优化当地经济结构、贡献财政收入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包括技术水平的提
升以及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成本下降，使得可再生能源
的利用门槛大幅度降低，这为可再生能源在世界范围内
的蓬勃发展作出巨大贡献。通过“一带一路”以及南南
合作等机制，中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电力普及
率，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可再生能源强劲发展的背后有着多重推动因素。
一是战略上高度重视。除了将可再生能源视为能源革

命战略的重要支柱，突出其对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意义之外，中国还将可再生能源相关产业的
发展视为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的重要领域，成为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并在重
大战略与规划中作为重要发展目标明确提出。

二是较为完善的支撑政策体系。政府出台了可再生
能源电价政策，即根据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及时调整风
电和光伏发电上网电价，以及明确了相关补贴政策，重
点解决了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的政策和管理办法。财政
激励方面，政府扩大了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资金规

模，完善了资金征收和发放管理流程。
三是中国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与产品市场与中国

不断增强的制造业能力构成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推
动中国在供需两端，即可再生能源装备产量和装机容量
两个方面均成为世界第一，不断提升自主技术水平，在
全球价值链中逐步走向高端。

加快全球能源转型，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已然成为当
今国际社会的共同使命。中国长期以来找准战略定位，完
善支持政策，提供财政激励，巩固投融资机制，注重研发、
资本、市场、产品多要素的整合，为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贡
献了“中国智慧”。

如今，中国在向创新发展路径转型的过程中，通过“一
带一路”绿色合作，向其他国家展示可持续的发展框架，分享
经验，使其消除对传统高碳增长模式的依赖，追求更低排放、
低污染的创新、高效的发展道路，推动全球低碳发展转型。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制造能力
和优质产能、相对充裕的资本能力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
潜力。未来，通过深化全球供应链布局和专业化分工，
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和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中国
将继续降低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成本，扩大全球范围内
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市场空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
经济繁荣和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钱盈盈采访整理）

反恐有力 教培中心功不可没

“新疆教培白皮书：取得反恐、去极端化重要阶段性
胜利。”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援引白皮书的内容
称，一段时期，新疆深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之
害。新疆通过依法设立教培中心，开展职业技能教育
培训工作，着力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蔓
延的土壤和条件，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8月16日，中国政府发布
题为 《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白皮书。这是中
国在过去半年中第三次发布关于新疆问题的报告。

塔斯社在 8月 16日报道中引述白皮书内容称，教培
工作根本不是什么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而是依
法采取的帮助学员摆脱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束缚的
重要措施，是实现人的思想解放、素质提升和更好发展
之举。

事实胜于雄辩。《印度斯坦时报》8月16日报道中提
到的两组数据充分印证新疆教培工作的显著成效：据不
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16年年底，民族分裂势力、宗
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新疆地区策划实施了数千
起爆炸、暗杀、投毒、纵火、袭击、骚乱、暴乱等系列
暴力恐怖案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
警殉职。而自开展教培工作以来，新疆已连续近3年未发
生暴力恐怖案 （事） 件，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得到有效遏
制，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

外媒关注到，新疆社会治安的明显好转，为当地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创造了良好环境。据德国之声 8 月 16
日报道，白皮书说，2018 年，新疆旅游业呈现“井喷
式”增长，共接待境内外游客超过1.5亿人次、同比增长
40%，其中外国游客240.32万人次、同比增长10.78%，旅
游总消费2522亿元、同比增长41.6%。

“新疆的教培中心是 （中国） 思想动员工作的一个
典型案例，它已成为新疆经济发展和就业一个动力。”
土耳其 《光明报》 日前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新疆 2016
年至 2018 年新增就业人数 140 万，短短几年中经历了
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而教培中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

眼见为实 回击西方抹黑言论

“新疆教培中心是一所学校，而不是西方媒体所谓的
‘集中营’。”今年7月，赴新疆多地实地采访后，乌兹别
克斯坦知名记者、乌记者协会费尔干纳州分会主席沃比
多夫表示，中国政府对恐怖主义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取得
实效，新疆已连续 30个月没有发生暴力恐怖事件，这值
得国际社会肯定。

公道自在人心。《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称，白皮书表
示，教培中心属于学校性质，根据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实
际需要，设置了以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
职业技能以及去极端化为主要内容的教学课程。教培中
心注重将课程学习与实训操作相结合，实训操作是实践
教学，不是在工厂务工，不是在企业就业，更不是强制
劳动。

百闻不如一见。为满足国际社会对新疆教培工作的
关切，消除误解，中国主动打开大门，欢迎各国人士到
新疆实地走访。《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称，2018年12月底
以来，一些国家驻华使节、联合国官员、有关国家常驻
日内瓦主要外交官，以及一些国家政党、社会组织、媒
体记者和宗教团体等40多批 （团、组）、近千人到新疆参
观访问。

“要怀着开放的心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今年 4
月，结束新疆之旅后，美国记者维尔·汤普森在 《国际
聚焦》 杂志上刊文称，喀什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秩
序井然，许多年轻人以前是极端思想的受害者，如今
在学习职业技能，有人在教他们更好的谋生手段。他
们吃得好，生活条件也好。记者同其中几个人交流，
他们受到良好对待，看上去很快乐。有人或许认为这
些年轻人受到胁迫，但快乐是装不出来的。

曾多次到访新疆的沃比多夫说，西方媒体报道新
疆的新闻太片面，国际社会不应单方面相信西方媒体
的报道。他建议，大家应该实际去新疆走一走、看一
看。如今的新疆，有现代化的工厂，基础设施也比较
完善。政府给老百姓提供支持，让他们有好的房子
住，能在工厂就业，有稳定的工资，使他们对未来充
满了信心。

安全新疆 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反
恐、去极端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国际舆论认为，
新疆教培中心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中的成功实践，为
世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

“现在，安全与治安已重返新疆。”据德国之声报道，今年
7月，37个国家联名致信联合国，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称赞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显著成就。这封信指出，面对恐怖
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严峻挑战，中国在新疆采取了一系列反恐
和去极端化措施，包括建立职业教育培训中心。

埃及《金字塔晚报》刊发题为《中国利用培训和再教育
方式应对极端主义》的报道称，新疆设立教培中心是为培训
那些受恐怖组织极端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机会
重新融入社会并走上正轨，远离恐怖主义的魔爪。

“中国正在反恐斗争中为世界树立新的榜样。”土耳
其《光明报》记者阿科奇参观新疆教培中心后表示，“教
培中心照亮了许多年轻人原本黑暗的生活，所有国家都
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而西方媒体却将此颠倒了180度
报道，这真令人担忧。”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称，新疆开展教培工
作，目的在于从源头上消灭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
完全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之举。这一做法完全符合国际社
会反恐、去极端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

“恐怖主义在乌兹别克斯坦也存在，我国政府的态度
是坚决打击和消灭。”曾参与过多次打击恐怖主义的新闻
报道，作为电视记者的沃比多夫对中国政府在新疆开展
的反恐斗争给予坚定支持。

埃及《金字塔晚报》报道称，“世界各国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了多种预防性措施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想，
其中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取的应对极端思想
的措施可以提供有益经验。”

巴基斯坦“乌尔都观点”网站报道称，新疆是中国
反恐、去极端化斗争的主战场，国际社会对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的教育培训中心表示赞赏。新疆开展教培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国际社会开展反恐、去极端化探索
出了可供遵循的路径。

“要怀着开放的心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新疆教培工作
本报记者 贾平凡

“要怀着开放的心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新疆教培工作
本报记者 贾平凡

中国为什么要在新疆设立职业
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下称“教培中
心”）？教培中心在反恐和去极端化
斗争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运行？成
效几何？……面对这些问题，一直以
来，部分西方国家没有经过实地考
察，带着对中国人权保障事业的

“傲慢与偏见”，对教培中心工作充
满“双标和误读”。

8月 1 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工作》（下称“教培工作”）白皮书，
对教培中心工作给出全面详实的
权威解释，对西方社会的污名化论
调给予掷地有声的正面驳斥，为国
际社会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
提供可供借鉴的“新疆样本”，引
发外媒广泛关注。

中国引领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
受访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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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成为温室种植强国

中日温室种植的共同点是大型温室收益低，由于
初期投资很高，若单位产量不提高就难以回本。近些
年，随着民营农场越来越多，中国温室种植也有了赚
钱的苗头。

中国温室种植的转折点是“菜篮子工程”。以前中
国的生鲜食品供给渠道很短，只在产地周围流通。寒
冬时节，连首都北京也只能买到白菜。解决这一问题
的就是“菜篮子工程”，全中国各地逐渐建立起生鲜食
品的生产基地，进行粮食品种改良，完善各地零售市
场，推动产量增加、流通网络完善、食材口感提高。
温室种植也在这股潮流中不断扩大，其产品不仅供给
中国国内，还输出到日本、东南亚等国家。

——据日本Wedge杂志网站报道

海 外 声 音

图为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文崇镇石湾村村主任助理
罗丹在合作社种植基地采摘台湾红心火龙果。

邓良奎摄 （人民视觉）

中企助力非洲大众传媒建设

如今，移动设备和电视在非洲的媒体市场几乎无
所不在。中国通过华为、中兴的电信投资，在30多个
非洲国家构建了40多个第三代电信网络。中资企业在
非洲占有庞大的手机市场份额。在南非，华为占有
14.5%的手机销量，市场份额第二。通过引进先进的传
播方式，中国的传媒公司正成为千百万非洲人了解世
界的窗口。

中国同时也投资非洲电视的内容和基础设施。在
肯尼亚，中国的泛非网络集团2015年获得广播权，成
为该国两个拥有广播权的公司之一。泛非网络集团在
非洲 30 多个国家设有分部，还被选为中国领导人在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布的“万村通”项目承接
商，该倡议把卫星电视服务带给非洲的1万多个村庄。

——据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报道

日前，在摩纳哥电信公司的营业厅里，当地居民
亚历克斯 （左） 向销售人员咨询5G手机和业务。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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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印度赴藏朝圣者提供帮助

对通过艰苦跋涉前往高海拔圣湖玛旁雍错——位
于西藏的印度教圣地——朝圣的印度人来说，从今年
起，朝圣之旅或将变得比以前更容易。中国在朝圣之
旅沿途的一些地方已经建起提供食宿设施的接待中心。

这些接待中心每个约有 150 张床位，配备充电设
施、公共厨房和卫生间，并为朝圣者提供食物。阿里
地区外事办公室主任阿旺次仁 （音） 表示，新建的接
待中心有4个，其中两个今年投入运营，其他两个将在
2020年对朝圣者开放。他还表示，中国正计划在该朝
圣之旅的高海拔地段沿途设立氧吧。

43 岁的印度朝圣者拉乌塔拉表示，这些新设施
“很棒”“能确保该艰难朝圣之旅变得更轻松和舒适”。
一位私人旅行社的印度经营者将这种变化归功于印中
两国政府。“以前朝圣者经常住帐篷，如今他们能住进
配备卫生间的建筑”，他说，“现在即使是70岁的老人
也能前来朝圣。”

——据印度《印度教徒报》报道

中国影视业回报潜力大

中国是极具活力、日益成熟且蕴含巨大回报潜力
之地。中国拥有 6万多块银幕，且几乎都在过去 10年
建成；流媒体视频付费订阅用户超过全球其他地区的
总和；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网民群体，98%通过手机
上网；90%的电影票在网上售出。没有任何国际娱乐
企业承担得起忽视中国及其迅猛壮大的中产阶层的代
价。只要中国向前迈出一步，就能转化为巨额利润、
众多就业岗位和无数开心的股东。

如今，中国影视行业投资者已然清醒，意识到好
内容才是唯一的前进道路。“20年前这里的娱乐市场基
本还不存在，10年前仅为目前的一小部分”，东方影都
前高管汤米·克兰说，“若你就某些方面批评他们，就
需意识到，中国人3年内就能迅速取得进展，7年内将
变得更好。”

——据美国《综艺》杂志报道

据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报道，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地
位日益突出，正在变成实现全球能源结构转变的主角。中国不仅是在
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最大风力涡轮机和光伏板生产国，还是全世界可
再生能源领域首屈一指的产能大国和最大的投资流入国。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清洁能源行动”已经带来了积极
的变化。漂浮太阳能电站等专业技术将助力中国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
化，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已经构建了竞争优势。同时，这也让
中国成为很多国家寻找能源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

左图：8月 17日，江苏省泗洪县天岗湖光伏领跑基地航拍图。从
高空俯瞰，空中风力发电、水面光伏板相映成趣，蔚为壮观，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 许昌亮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