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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贡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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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指出：“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定不移走
好自己的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
事，让国家更富强、人民更幸福，
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
定性，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最大贡献。”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自己
好，还要大家一起好。古老的中国
智慧在新时代绽放新的活力。中国
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动力，中国脱
贫为全球减贫作出贡献，中国蓝盔
为世界和平提供支撑。国际舆论评
价：坚定捍卫世界和平，努力推动
世界繁荣，“伟大中国为世界增添
无限绚丽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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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名

11月2日是联合国“终结侵害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
现象国际日”，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
前发布最新报告，并呼吁警惕针对新闻媒体的暴力行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报告指出，2006年至2018
年全球共有1109名记者殉职，其中近90%侵害记者行
为的责任人仍没有受到惩罚。报告显示，2017 年至
2018年，55%的杀害记者行为发生在处于和平时期的国
家。2019年截至10月底记者遇害人数比去年同期有所
下降，但是记者因为报道立场受到的伤害却显著上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表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支持追究将记者置于危险境地的行为、杀害
记者的行为以及针对侵害记者犯罪不作为的责任，以
终结侵害新闻媒体的暴力行为。

约2/3

据德国《星期日图片报》3日报道，今年约2/3
的难民申请遭德国政府拒绝。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
事务局局长汉斯－埃卡德·佐默日前接受《星期日图
片报》 采访时说，该局今年已收到难民申请 11万
件，预计全年收到的申请数量在14万至14.5万件之
间，低于2018年的16万件。

佐默说，目前只有 35％至 38％的难民申请获
批，大部分申请人没有合理原因申请难民身份。

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上百万难民涌入德
国，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德国政府近年来不断收紧
收留难民的政策，包括加速遣返滞留难民、扩大警
察与移民部门权力等措施。 （均据新华社电）

数 字 天 下

本报电（沈丹玲、王奕玮）11
月1日至3日，由北京大学、北京
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
财团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北京
论 坛 （2019） 在 北 京 隆 重 举
行。来自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500多名学者、政府官员齐
聚一堂，围绕论坛主题“文明
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变化世
界与人的未来”，共同探讨如何
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应对新
挑战，解决新问题，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围绕“多元文明”“变化世
界”“人的未来”等三大板块，
此次论坛共设有13个分论坛、3
个专场和 1 个学生论坛。其中，

“世界的脉搏——丝绸之路考古
与古代文明”和“文明进程中的
女性能动力和发展”等分论坛是
今年设置的新主题分论坛。此
外，论坛还关注了人工智能、“一
带一路”等热门议题。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
员 会 主 任 邱 水 平 在 主 持 时 表
示，本届北京论坛聚焦“变化
世界”，关注“人的未来”，汇
聚全球学者的共同智慧，在世界
急剧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中，
为人类社会发展找到符合时代
潮流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视频致辞中表示：“我们所处的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各领域
的领导者与机构应共同努力，精
诚合作，将人类的需求、愿望、权
利和希望放在首位。”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在致辞
时表示，在充满急剧变化的当今
世界，北京论坛将继续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探索人
类的美好未来而不懈努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
事伊琳娜·博科娃在致辞时表
示，在过去15年间，北京论坛探讨了多个议题，包括传
统与现代，转型与变革，如何打造互信合作与共享等重要
话题。我很高兴地看到，科学与高等教育，既是北京论坛中
的一个议程，也是北京论坛致力达成的目标。

北京论坛高端顾问委员会主席韩启德在主旨报告中
提出，文明的多元使得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世界各地各
民族创造的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共同推动着人类文
明的进步。中国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全
面把握大变局时代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更加开放
合作的心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社会长远发展
提出更多的中国方案，贡献更多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

韩国SK集团全球董事长崔泰源表示，当今世界的秩
序是极不稳定的。为了应对全球性挑战，我们需要在以
下两方面努力：一是要继续共同努力，承担责任来推进
共同行动，深入思考我们应如何共同成长、共同发展；
二是要设定高远的目标，不仅要通过北京论坛开展对
话、制定政策，还要制定衡量政策实施效果的具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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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外国专家学者在北京论坛现场交流。
（北京大学供图）

约8.5%

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市的亚裔警官数量近年来显
著增长，其中华裔占到近半数。

最新数据显示，在纽约市警察局约3.6万名在职
警员中，超过3000人为亚裔，占比约8.5%。其中，
有25名亚裔警员任职警监或更高管理职位。

近日，一个由警监以上高级警官组成的“纽约
市警察局亚裔警官协会”宣告成立。协会发起人及
顾问主席、前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莫虎表示，过去3
年来亚裔警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晋升，即
将占到高级警官总数的10%，这对纽约市警察局和亚
裔社区来说都具有“分水岭”意义。这种巨大变化
要归因于亚裔社区不断提升的社会参与度及公共服
务热情，以及亚裔警员的出色表现。

2名

也门政府军3日说，也门红海城市荷台达当地居民
驾车经过荷台达图雅塔地区一处沙漠地带的公路时，
车辆触发地雷，“爆炸造成车上2名儿童当场死亡，另
有3人受伤”。自去年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在荷台达爆发
冲突后，胡塞武装人员在荷台达埋设了大量地雷和爆
炸装置，对当地民众造成巨大威胁。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又
占领也门南部地区。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等国针
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
2018年12月，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
就荷台达停火、战俘交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但不
久后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

11月1日，“相约千年—魅力丝路文化行”活动开幕式暨首场文艺演出，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隆重举行，意大利
各界代表700余人出席活动。演出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共同主办。图为演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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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千年—魅力丝路文化行”亮相罗马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
中高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
献。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推手，贡献率在
30%左右。可以说，没有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
复苏速度不会这么快。”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
任何茂春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近日将 2019 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3%。
但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逆势上扬，将达到
39%。另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2012年至2016年，主
要国家和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美国为 10%，
欧盟为 8%，日本为 2%，中国达 34%，超过美、欧、
日贡献之和。

“中国经济还在保持中高速增长，这本身就是对世
界经济的巨大贡献。而且，中国14亿人口的大市场是
开放的，欢迎各方前来投资兴业。”武汉大学经济外交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晓通对本报记者说，这对世界经
济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机会。

“中国运用自己的力量和经验与世界共商共建共享
‘一带一路’，帮助沿线国家和合作国家加快基础设施
发展，推动互联互通，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构建了和平发展、互
利共赢的平台，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就
业、对外贸易等作出了很大贡献。”何茂春说。

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最新研究表明，作为中国
向世界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合作将使全
球贸易成本降低1.1%－2.2%，还将促进2019年全球经
济增速至少提高0.1%。

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世界的机遇。世界经济论坛近
日发布的2019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经
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变，仍具有保持中
高速增长的条件和潜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
伦表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在中
国的美国企业希望扩大发展，更多的美国企业愿意到
中国投资，“因为中国充满机遇”。

中国减贫成就被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称为“人类
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日前发布的《中国的粮食
安全》 白皮书梳理了中国的减贫成就：按现行农村贫
困标准计算，2018 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较
2012 年末减少了 8239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10.2%大幅
降至 1.7%，较 1978 年末累计减贫 7.5 亿人；而按世界
银行有关标准，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 70%，
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国家。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球1/4的人口脱贫。中
国的脱贫、扶贫攻坚工作给全世界带来了非常大的解
决贫困的希望。”何茂春说。

中国的脱贫事业从效果到目标都令世界惊叹。俄
罗斯 《独立报》 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速度
令人印象深刻。阿根廷 《号角报》 一篇评论文章也指
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脱贫工作取得了卓越成
效，其效果是世界性的。

中国为世界减贫事业带来了启迪。2018年，第73届
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决议，把中国倡导
的“精准扶贫”理念与实践写入其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认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

中国的脱贫事业正在向前迈进，世界时刻关注
着。南非独立在线网站题为 《非洲可以向中国学习如
何打击贫困》的文章称，中国正致力于在2020年消除
贫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制定了改善就业、教育、卫生、住房状况在内的各种
方案。中国脱贫攻坚、扶贫致富的脚步继续向前，整
个非洲的国家都有机会学习中国经验，改善非洲大陆
人民的生活水平。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副总裁科里莉亚·里希特指出，
加强中国减贫案例的分享，将是该基金与中国的重点合
作领域。联合国粮农组织减贫计划管理团队战略计划主
任本杰明·戴维斯也表示，“我们正在探索如何将中国的
经验分享给其他国家。”

“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平
台的运作，不但完全兑现自己加入时的承诺，还为全球
维和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派出了最多的维和部队，还
承担了相当多的维和费用。”何茂春说，“过去十几年来，
中国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人类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联合国新闻网总结了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成
绩。报道称，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资国之
一，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第一大出兵国。

英国 《卫报》 刊文认为，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支柱。美国和平研究所也撰文指出，中国是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也是维和人员的主要贡
献者。中国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组织的改革，并为
任务提供更多的投入。

“如果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会员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
支持，改进和加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不可能的！”在
最近举行的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图尔·哈雷在致辞中再次感谢中国对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
式上，中国维和部队官兵首次参加了阅兵式。俄罗斯
高等经济大学东方学院院长卡尔涅耶夫曾专门撰文指
出，所有看了北京实况转播的人，或许都已注意到走
过天安门广场的头戴蓝色贝雷帽的维和部队方队。中
国积极参与维和行动，也恰好说明了中国对世界稳定
与安全所负的责任越来越大。

“70 年风雨兼程，伟大中国为世界增添无限绚丽
光彩。”正如希腊《中希时报》刊载国际智库组织欧中
发展研究中心主席阿玛利娅·马提亚的文章指出的，从

“一带一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
行，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世界经济繁荣和人类文明发展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上图：10月 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图为维和部
队方队接受检阅。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