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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近 冬 奥

新华社马那瓜1月10日电（记
者吴昊） 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 1 月 10 日
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出席尼加拉
瓜总统奥尔特加新任期就职仪式，
并于当天在下榻酒店会见专程前来
的奥尔特加总统。

曹建明向奥尔特加总统转达了
习近平主席的诚挚祝贺和良好祝
愿。曹建明表示，中方高度赞赏尼
方顺应历史潮流和世界大势，作出
同台湾“断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复交的正确抉择。两国复交一个多
月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
取得快速发展，彰显中尼复交是惠及
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正确决定。中方
愿同尼方携手努力，增进双边政治互

信，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扎实推
进务实合作，深化多边领域协作，让
中尼友谊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奥尔特加感谢习近平主席派特
使出席其就职仪式，请曹建明转达
他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奥尔
特加表示，尼方钦佩中国共产党建
党百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热烈祝
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
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并成功召开中共
十九届六中全会。尼中复交以来，
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显著，尼方将坚
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并
愿加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
路”合作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愿
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创
尼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月 11 日
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去年以来，中印尼关系在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下逆势前行、稳中有进。两国启动高级别对话合作
机制，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四轮驱动”，构建了双边合作
新格局。中国和印尼同为发展中大国，在为国家谋发展、
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上，中国和印尼志同道合。面对世纪
变局和百年疫情，双方要努力构建命运共同体。实现这一
目标，关键是要把一件件具体事情办成办好。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共同抗疫，打造卫生健康合作

典范。中方将继续同印尼开展疫苗全产业链合作和药物
研发，助力印尼打造区域疫苗生产中心，在携手抗疫基
础上推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双方要共同发展，树立务实合作标杆。要把共建

“一带一路”同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印尼国家中长期发
展规划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后疫情时期合作，高质量建
设雅万高铁，实施好“区域综合经济走廊”、“两国双
园”等重点项目，培育新能源、低碳、数字经济、海上
合作等新增长点。只要是有助于促进印尼发展、深化中
印尼合作的事情，中方都会积极参与、全力而为。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印尼在地区和国际事务
中的作用，愿同印尼落实好去年中国东盟纪念峰会共
识，促进地区经济复苏，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和印
尼今年分别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和二十国集团主席国。
中方愿同印尼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全
球发展倡议，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为
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展、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贡献。

佐科表示，我谨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成
功召开表示祝贺，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人
民将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去年，印尼和中国双边贸易投

资快速增长，卫生医疗合作特别是疫苗生产和药物研发
合作成效显著，印尼80%的疫苗来自中国。雅万铁路建设
进展顺利，有望如期建成通车。印尼同中国的良好关系
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印尼愿同中方加强经贸、抗
疫等领域合作，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好“区
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园”，欢迎中国企业赴印尼
投资，开展高技术、绿色等领域合作。作为今年二十国
集团主席国，印尼愿同中方密切协作，推动二十国集团
为促进国际社会团结和世界经济复苏发挥积极作用。祝
中国人民春节快乐！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取得成功！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月 10 日
致电波兰总统杜达，就杜达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

习近平表示，得知你感染新冠病毒，我谨向你表示
慰问，祝你早日康复，并祝愿波兰人民早日战胜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波两国相互支持、携手抗
疫，传统友谊得到深化。我高度重视中波关系发展，愿

同你一道努力，推动中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
台阶。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通电话

习近平向波兰总统杜达致慰问电

习近平主席特使曹建明出席
尼加拉瓜总统新任期就职仪式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董雪、朱超）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1日表示，过去几年，美方打着民
主、人权、宗教的幌子干涉中国内
政，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中方依法
反制裁理所当然。中方将继续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尊严
和自身正当利益。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1 月 10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发表声明，指责中方对美国国际宗
教自由委员会负责人和有关成员进
行“无理”制裁，并称新疆“种族灭绝”
和“反人类罪行”仍在持续。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汪文斌指出，所谓新疆存在“种

族灭绝”“反人类罪行”是美方一些人
编造的世纪谎言。美方一再造谣污
蔑，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遏制中国
发展，但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汪文斌说，过去几年，美方打
着民主、人权、宗教的幌子，毫无
道理地依据美国国内法，在新疆、
香港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问题上，对数十名中方官员及多个
机构进行单边制裁。

“美方有关行径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中方依法进行
了反制裁。这是捍卫自身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之举，理所当然。我们将
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
权、尊严和自身正当利益。”他说。

外交部回应布林肯有关言论：

中方依法反制裁理所当然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日宣布：应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邀请，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将分别
于1月12日、14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土耳其、伊朗外长将访华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记者陈晨
曦、王亮） 11 日，在北京冬奥会倒计
时 24 天，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压线冲刺
阶段之际，北京冬奥组委举行首场线
上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冬奥会总体
筹办进展情况，并回答了中外媒体记
者关心的问题。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新闻
宣传部部长赵卫东表示，在过去的一
年里，北京冬奥组委与国内外有关方
面紧密合作，按时、优质完成了各项
筹办任务。场馆和基础设施已全面完
工并达到办赛要求，场馆运行和赛事
组织持续优化。住宿、餐饮、医疗、
交通等各项服务保障准备充分，建立
了城市防疫与冬奥防疫一体推进的工
作体系。赛时运行指挥系统全面启
动，跨区域、跨领域指挥调度和应急
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目前，北京冬
奥会筹办工作已基本就绪。此外，赵
卫东就记者关注的火炬传递和开闭幕
式准备工作做了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新闻发布会
是北京冬奥组委为了兼顾疫情防控和
媒体参与，首次采用了线上方式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也是在全面疫情防控
的情况下，对创新冬奥新闻发布形
式进行的大胆探索和有益尝试。据了
解，北京冬奥组委向所有驻京的境外
新闻机构发出了邀请，共有来自 22 个
国家 （地区）、81家新闻机构的 129名
记者报名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不必亲赴现场，只需连接互联
网，就可以实时与新闻发言人和有关
方面提问互动。线上新闻发布会便利
了记者的采访报道工作，同时有效降
低了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风险。本场
发布会是北京冬奥组委践行“开放办
奥”理念的具体举措，向中外记者展
现了北京冬奥会的开放姿态。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
主持新闻发布会。北京冬奥组委媒体
运行部部长徐济成，疫情防控办公室
副主任黄春，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
规划建设部、残奥会部、运动会服务
部、交通部和注册中心的主要业务负
责人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问
题。新闻发布会特别邀请北京市政府
新闻办公室主任、2022 北京新闻中心
主任徐和建到会回答有关非注册记者
服务方面的问题。

面
向
中
外
媒
体

展
现
开
放
姿
态

北
京
冬
奥
组
委
举
办
首
场
线
上
新
闻
发
布
会

图为1月10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夜景。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立陶宛总统1月4日表示，立政
府决定让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开
设“驻立陶宛代表处”是一个错误。
认识到错误，应该说是正确的一步。

然而，此时美国偏偏耐不住寂
寞，亲自跳将出来。1月7日，美国贸
易代表戴琪表示，美方坚定支持欧
盟和立陶宛应对中国“经济胁迫”。

“经济胁迫”大帽子，怎能扣
到中国头上？中国一不动辄霸凌制
裁，二不搞长臂管辖，三不无理打
压别国企业，如何胁迫？又胁迫了
谁？美国把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正
当举措故意歪曲为“胁迫”，恰恰
充分暴露了美国“话语霸凌”的虚
伪性和欺骗性。

这种“霸凌”，不是头一回！
一段时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
国家频繁指责和炒作中国搞所谓

“经济胁迫”。此前的炒作，聚焦中
国对外援助抗疫物资，还把中澳关
系遇冷解读为中国对澳执行所谓

“经济胁迫”所致；近期更是将全

球供应链局部断裂的恶果“甩锅”
给中国。最近，从七国集团利物浦外
长会议到“美欧中国议题对话”会
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美西方国家鼓
噪所谓中国“经济胁迫”的论调甚
嚣尘上。

大肆污蔑中国搞所谓“经济胁
迫”，实属美西方国家倒打一耙。
拿美国来说，搞胁迫是其外交政策
传统长项。美国一贯推行“不顺从
就是反对”战略，谁不顺从，就会
面临其霸权打压，案例之多，不胜
枚举：长期以来对古巴、朝鲜、伊
朗、委内瑞拉挥舞制裁大棒，对多
国随意挑起贸易战；滥用国家安全
名义肆意打压别国高科技企业，不
择手段打压法国阿尔斯通、日本东
芝等公司；胁迫台积电、三星等企
业交出芯片供应链数据，搞赤裸裸

“勒索外交”……美国通过自己的
政策和行动，向世界展示了经济胁
迫的厚黑教科书。

明眼人一看便知，美西方国家

精心编造的所谓中国“经济胁迫”
论，不过是新瓶旧酒。改革开放以
来，尤其是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
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远超西方预
期。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越来越
表现出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综合
征。过去，他们动辄以“市场经济
地位”来钳制中国；但随着近年中
国以更高水平开放，主动对接国际
高标准经贸规则，再打“市场经济地
位”这张牌已不管用。于是，美西方
国家祭出了“经济胁迫”大杀器，还
是同样目的：遏制中国发展。

祸水东引也是美西方炮制所谓
中国“经济胁迫”论的题中之义。近
年，以美国对华贸易霸凌为代表的

“经济胁迫”外交遭遇重大挫折。全
球新冠疫情又加剧了美国等国经贸
危机和社会治理危机。在此背景
下，美国转头纠集盟友和伙伴，试图
通过“经济胁迫”牌，妖魔化中国形
象，形成“对华经济围堵统一战线”，
将本国治理失败祸水引向中国。

遗憾的是，美国再一次高估了
手中的“牌”。新冠疫情发生以
来，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为全球产
业链和供应链名副其实的大中枢与
稳定器，为全球抗疫合作和世界经
济复苏带来希望之光。美西方国家
所谓“经济胁迫”论，在事实面前
不攻自破。

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严
峻形势下，美西方国家须知，嫁祸
别人治不好自己的病。如果一再无
视本国治理的失当，顽固地将炒作
中国“经济胁迫”当作转移国内矛
盾的“灵丹妙药”，美国等到头来
只会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迪拜世博会举行中国国家馆日活动

据新华社迪拜1月10日电（记
者吴中敏、闫婧） 2020年迪拜世博
会中国国家馆日活动10日在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迪拜举行。在馆日活动
现场，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为世博会
观众上演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本届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名为
“华夏之光”，主题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重点展
示中国在航天探索、信息技术、现
代交通、人工智能、智慧生活等方

面的成果，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分享
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成就、加强同
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截至 10
日，中国馆已累计接待各国嘉宾和
游客超过80万人次。

迪拜世博会是新冠疫情以来举办
的第一届世博会，也是在中东地区举办
的首届世博会。（参与记者：苏小坡）

图为中国国家馆日文艺晚会上的
合唱表演。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