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外媒看中国外媒看中国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0年1月6日 星期一

赞叹中国发展非凡成就

近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2020年新年贺词被美
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
家境外电视台/频道转发，在国际舆论场引发持续热议。

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发展是硬道理。美联社、《日本
时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关注到，习近平在新年贺
词中着重谈到了经济，称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
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可能达到1万美元。

韩国《世界日报》称，从习近平的新年贺词中可以看
到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包括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
动、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成功着陆、首艘国产航母正式列
装等，这些都凸显出中国力量。

巴西主流媒体 《旗手电视台》 新闻专栏 《中国故事》
的主持人在观看完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后评价称，中国在世
界舞台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

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肯尼斯·奎恩对新年贺词中关
于中国高质量发展和脱贫攻坚成就的内容印象深刻。在他
看来，中国贫困水平持续下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非凡
成就。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站在辞旧迎新的
节点，习近平展望 2020 年的中国，自信有力的话语回荡
全球。2020年已经到来，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令
世界瞩目。

英国 《每日电讯报》 在报道中引用了习近平的话：
“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韩联社称，习近平满怀信
心地表示，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万众一心加油干。

在法国作家、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斯莱看来，
习近平的新年贺词让人看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随着
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俄罗斯报》网站称，中国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现在中国正朝此阔步迈进。

关注中国减贫显著成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
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都必须啃
下，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须打赢，全面小康路上
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

2019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这让外媒在
展望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景时更有信心。

“中国摆脱贫困的束缚”，泰国《曼谷邮报》近日刊文
称，2019 年，中国向世界传递的关键信息之一就是有在
2020年底前彻底消除贫困的雄心壮志。官方数据显示，中
国的贫困人口已经从 2012年的近 9900万减少到 2018年的
1660万。中国政府计划在 2019年底再减少 1000万以上贫
困人口。文章指出，中国一直在为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条
件而努力，只有中国能够实现如此大规模的目标。

《俄罗斯报》 指出，中国打算到 2020 年彻底消除贫
困，这包括确保每一名中国人吃饱穿暖，保证贫穷家庭的
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对此，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
包括建设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加强中央的物质支持。该
报认为，中国政府能够实现提出的目标。过去 40 多年
间，中国成功让7.4亿人脱贫。

拉美社还注意到，2019年 11月 18日，中国财政部发
布公告显示，全国 28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2020 年中
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近日提前下达，共计 1136 亿
元，以期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该社报道称，中国政府在几年前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
的计划，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便让所有公民都享
受体面的生活条件。经过 2020 年的努力，中国的绝对贫
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

“我对中国计划消除贫困、建设美丽中国等毫不怀
疑”，俄新社引述俄中研究中心主任萨纳科耶夫的话称，
2019年，中国国内市场总体上显示稳定增长。就经济增长
而言，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2020年中
国将继续保持全球发展火车头的地位。

展望中国增长光明未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
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如今，中国在保持经济增
长的同时，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德国《柏林日报》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这个时代最
成功的故事之一，是中国政府有序且有针对性的务实政策
的结果。这些年经常到中国旅行的人很清楚，那里的人们
在各个领域都比以前做得更好。正如千年之交时，中国领
导人所承诺的那样，中国现在已成为一个富裕繁荣的社
会。中国克服了贫困，在过去 10 年中成为全球领导者，
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成功状态。

英国《卫报》也认为，过去十年属于中国，未来十年
也一样。过去 10 年里，中国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非
凡的经济转变故事。现在，故事还在继续。

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在中国迎来摆脱贫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曙光之际，世界也希望向中国学习宝贵
的发展经验。

尼日利亚 《民族报》 称，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电话
普及率仍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登记车辆只有 36.5 万
辆；很多地区仍贫穷、沉寂……但只用了几十年时间，一
切都改变了。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脱贫的经验是尼日利亚需
尽快复制的。研究和学习中国的模式，将对尼日利亚大有
益处。

“中国在扶贫领域取得的成就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
些成就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相关报告中被屡屡提及。”
法共全国委员会主席、法共前全国书记皮埃尔·洛朗称赞
中国在减贫扶贫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果，
并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启
发和借鉴意义。

毫无疑问，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故事还将持续吸
引世界关注的目光。

中国吹响全面小康冲锋号
本报记者 严 瑜

中国吹响全面小康冲锋号
本报记者 严 瑜

伴随着2020年的钟声，中国吹响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这个东方大国
的庄严承诺，在长久的努力之后，终于来
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刻。这既是中国人民期
盼多年的梦想，也将成为世界减贫史上的
一座丰碑。

脚步趋近之际，世界的目光愈发聚焦
于此。世界各国媒体持续关注中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进展，观察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如何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赞扬
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

国 际 论 道

海 外 声 音

中国制造业持续增长

中国制造业在2019年12月继续增长，这进一步证
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企稳。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数
据，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维持在 50.2%。出口
导向型企业前景改善，原因是新出口订单指数自 2018
年5月以来首次升至50%关口之上。生产指数连续第二
个月走高，升至 2018 年 8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出厂价
格跌幅收窄。此外，非制造业PMI从上月的54.4%降至
53.5%，另有一项小型制造企业指数继上个月强劲反弹
之后下跌。

随着 2019 年收官，受益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
议达成，困扰全球经济的贸易战随之降温，中国下调
关税、支持基础设施支出等各种国内刺激措施也提振
了信心。

——据彭博社报道

2019中国航天收获硕果

作为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后一年，2019年世界
航天从中国开始，在中国结束。

2019 年 1 月初，中国实现人类首次探月飞行器在
月球背面登陆，震动世界。2019年12月27日，中国成
为2019年度世界最后一个发射太空火箭的国家。

中国此次发射的长征五号火箭，是引领中国进行
深层宇宙探索的最强火箭的第3次发射。中国准备在该
火箭基础上，2020年开始进行太空站建设、收集月球
表面土壤样本并返回地球，同时，还准备进行火星探
索。长征五号发射成功意味着中国同时进行上述三大
航天项目获得进一步推动力。

——据韩国《韩民族新闻》报道

机器人将取代中国5%工人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在对中国国内近
2000 家企业进行调查后发布报告称，未来 5 年，中国
近5%的劳动人口的岗位将被机器人取代。

调查发现，机器人的使用率已从 2008 年的 12%升
至2017年的37%。仅从2015年至2017年，使用机器人
的企业占比就从8.1%增长至13.4%。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称，中国已成为自动化领域的
全球领导者。该组织的报告显示，2018 年至 2020 年，
工业机器人销量的年均增速有可能达到15%至2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前主席乔·杰玛说：“就年销量
和经营存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这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其他市场从未在这么短的
时间内出现过如此强劲的增长。”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中国洋垃圾禁令触发全球“巨变”

数十年来，美国和许多发达国家把用过的塑料
瓶、汽水瓶等丢入垃圾桶。之后这些垃圾多数被运到
几千英里外的中国，在那里分拣并转化为新产品。但
在中国决定禁止有害洋垃圾流入后，印度、马来西
亚、越南、泰国和印尼这些西方热衷输出垃圾的市
场，也纷纷实施垃圾进口限令。相关举动已触发全球
垃圾处理方式发生巨变。

一些国家早已习惯把垃圾运往较穷国家分拣和处
理。而如今，他们不得不对国内垃圾处理进行投资，
寻求替代性办法，比如焚化和向民众推广垃圾分类教
育等。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2019年12月31日，工人在江淮汽车山东分公司冲
焊车间内焊接作业。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2019年12月29日，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工业园区，
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员工在调试机器人装箱程序。近
年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彻底告别“贫困帽子”。 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

专 家 解 读

美国 《时代》 杂志报道称，中国
近日以“一箭双星”形式成功将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第52、53颗卫星送入预
定轨道，标志着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
心星座部署完成。这将进一步提升系
统服务性能和用户体验，为实现全球
组网奠定坚实基础。

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称，中国正
在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来推广北斗导
航系统。在 137 个签约国家中，100 多
个国家对北斗卫星的应用最为频繁，
其中，大部分在东南亚和非洲。超过

30 个中东、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使
用中国的导航系统。若北斗卫星系统
在这些国家建立行业标准，中国将在
引进新技术和新产品方面具有优势。

美国 《福布斯》 杂志称，北斗导
航系统不会止步于中国，它将专注于
东南亚、非洲和东欧的市场，并在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加大
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相比美国的全球
定位系统 （GPS），北斗系统将为自动
驾驶汽车、农业和关键基础设施管理
等领域提供更高级别的准确性。

2012年底，中国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
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18年11月19日，中
国建成由19颗北斗导航卫星组成的基本系
统，并于当年年底提供全球服务。2019年，
中国又完成了 7 箭 10 星的发射。2020 年 6
月前，中国计划再发射两颗地球静止轨道
卫星，北斗三号系统将全面建成。

中国卫星导航产业以北斗系统为核心
驱动力，由亚太地区逐步拓展到“一带一
路”区域，最终将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应用
服务。北斗导航产业如今已在汽车前装、
智能手机定位服务、高精度专业化应用、
室内外定位联合应用服务和国际市场开拓
等五个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如今，中国北斗系统提供了基本的定
位、导航、授时服务和国内双向短报文通
信服务。2020年全球组网完毕后，将为全
球用户提供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区域短报文通信服务与全球短报文通信服
务。此外，还将提供星基增强、精密单点
定位和国际搜救等服务。

近些年来，北斗导航产业主要通过 3
种方式开拓国际市场：一是国家间双边和
多边合作，尤其是与其它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 （GNSS） 在系统层面的兼容互操作，
基本上与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俄
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 （GLONASS） 和欧
洲的伽利略系统 （Galileo） 达成兼容，这
是北斗产业实现市场全球化的关键性基
础。同时，中俄之间开展多方面的应用服
务推广合作，中国与泰国、巴基斯坦、缅

甸等国合作建设了地面观测网络基础设
施，还与阿拉伯联盟国家开展实质性合
作；二是中国相关企业和集团在海外承担
机场、港口、铁路、公路和产业园区等重
大工程建设时，广泛应用了北斗/GNSS设
备；三是中国企业大批走向世界，广泛推
广北斗应用与服务，中国北斗/GNSS导航
型芯片、模块和高精度板卡和天线已输出
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北斗产业最大的优势是中国有世界上
最大的卫星导航应用与服务市场，北斗产
业在国内成功实现规模化应用和服务产业
化，为北斗/GNSS产业的市场全球化奠定
基础并增强竞争力。

随着北斗系统全球化部署完成，中国的
北斗系统将进一步融入GNSS，将“中国的北
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理念变为行动
和实践，将北斗系统及其相关产业，变成中
国与世界连接的桥梁与纽带，变成建设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持续推动力。

在推广北斗、实现中国卫星导航产业
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中国仍然要付出许多
努力。首先要把国内的产业推广工作做
好，做大做强，进而把最好的应用产品和
服务模式推广到国外。同时，要结合境外
用户实际需求以及对方国情和用户应用习
惯，实现供需双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
应该将北斗/GNSS 的兼容互操作性做好，
做出一流的产品，实现一流的服务，真正
通过推广北斗应用产业造福全人类。

（段兴汉采访整理）

北斗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受访专家：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首席专家 曹 冲

2019年12月16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箭双星”再次成功发射两
颗“北斗星”，全面完成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至此，北斗三号全球
系统24颗中圆地球轨道卫星全部成功发射。

郭文彬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