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1月5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武宗义 王文珏

电话:(0531)85193535  Email:guoji@dzwww.com时事4

  11 月 2 日至4 日，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哈桑总统是中方在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接待的首
位非洲国家元首。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
哈桑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坦关系提升为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
续深化中坦在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坦友
好合作行稳致远。
  中坦合作是践行中非友好合作精神的典
范。在2021 年11 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八
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非关系
为什么好，中非友谊为什么深，关键在于中非
双方缔造了历久弥坚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那就是“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
包容”。中非友好合作精神是中非双方数十
年来休戚与共、并肩奋斗的真实写照，也是
中非友好关系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中坦双
方在践行中非友好合作精神方面始终走在
前列。正如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贝尔瓦·凯
鲁基指出的，“很多人问为什么哈桑总统要
来，为什么她是（二十大后）非洲国家首
位访华的领导人，因为中坦合作一贯走在
中非合作的前列”。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数万名中国专家、铁路工人奔赴非洲，同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携手并肩，修筑了
贯通东部和中南部非洲的坦赞铁路。坦赞铁
路已成为中坦和中非友谊的不朽丰碑。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提出中
国同非洲国家开展合作需要秉持真实亲诚理
念，如今这已经成为指导中国同发展中国家
团结合作的基本政策理念。当前，中国是坦桑
尼亚的第一投资来源国，也是坦桑尼亚第一
大贸易伙伴。此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见
证签署关于贸易、投资、发展合作、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蓝色经济等双边合作文件。中方同
意给予坦桑尼亚98%税目输华产品免关税待
遇，将积极研究给予坦桑尼亚更多特色产品
市场准入。中坦友好合作生动诠释了中非友
好合作精神的实质。
  元首外交助推中非合作行稳致远。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
运筹帷幄、定向把舵，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
力亲为、率先垂范，在推进和引领新时代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正是
因为习近平主席主导的元首外交的战略引
领，中非关系才不断迈上新台阶，进入新时
代。哈桑总统表示，“我非常激动和荣幸在中
共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不久即受邀访华，这充
分体现了坦中关系的高水平”。哈桑质朴的

语言折射出元首外交的恢弘气势。卢旺达总
统卡加梅曾多次到访中国，与习近平主席有
多次接触。卡加梅指出，他在与习近平主席的
交流中获益良多，两国秉持相互尊重、团结互
助、互利共赢的共同理念，不断推进双边友好
合作。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致习近平当选中
共中央总书记的贺信中指出，在阁下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与非国大关系日益深化，感谢中
共给予我们支持和引导。正是因为有元首外
交的引领，中非合作政治基础日益牢固、务实
合作硕果累累、人文交流空前活跃、相互支持
愈加坚定。推动新时代中非合作行稳致远，要
把元首外交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核心位置，精心谋划，全力推进。
  中非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典范。哈
桑表示，“坦方视中国为真正的最重要的朋
友，愿意做永远值得中国信任的伙伴，同中
方一道，以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契
机，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将坦中关系提升
到新的高度，打造成为新时代非中关系的典
范。”哈桑的表态反映了非洲国家对发展中
非友好的普遍愿望。 2021 年底通过的《中非
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达喀尔宣言》指
出，“我们承诺在后疫情时代沿着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根本方向，继往

开来，紧密合作，保持中非关系高水平发
展……加强国际事务协调配合，造福中非人
民，携手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发展，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
注入新的内涵”。国际形势越复杂多变，中
非越要坚持携手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根本
方向。我们要继续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
义利观，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深化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拉紧中非人民感情纽带，不断提
升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要大力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在涉及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的相互支持，共同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要站在国际社会绝大
多数成员一边，坚定不移走多边主义道路，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朝符合发展中国家共
同利益方向演进，将中非关系打造成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者和示范者。

  据新华社北京11 月 4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
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3日说，西方炒
作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问题，目的是把更多的国家纳入
反俄联盟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日说，该机
构专家已完成对乌克兰3处地点的实地调查，目前没有发
现未申报的核活动或核材料。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帕特鲁舍夫还表示，俄方
认为乌克兰方面正在制造“脏弹”，这一过程不可能没有
西方参与，如果不予制止，可能会带来全球性灾难。
　　格罗西在声明中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已收集环境
样本，供后续实验室检测分析。他表示，俄罗斯此前指控
乌境内3处地点存在可疑活动，随后乌克兰书面请求国际
原子能机构就此派遣调查组。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乌
最高拉达（议会）通过 2023 年国家预算案。根据预算
案，2023 年乌克兰经济增长预期为3 . 2% ，通货膨胀率预
计为2 . 8%。预算收入为1 . 3 万亿格里夫纳（约合355 亿美
元），预算支出为 2 . 6 万亿格里夫纳（约合 710 亿美
元），其中国防预算支出是优先事项，占总支出的43%。
他说，为弥补预算赤字，乌克兰将主要向包括欧盟、美国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寻求支持。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3日投票决定，保加利亚将向乌克
兰提供军事援助，但具体细节尚未确定。保加利亚看守国
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说，保国防部将提议向乌克兰提供相对
有限的军事援助。保国民议会当天还决定授权政府与北约
盟国进行谈判，以获取、部署军事武器等，增强保加利亚
的防御能力，加速替换苏联时期的武器装备。
　　俄罗斯政府网站3日发布消息说，俄已将部分商品和
设备的临时出口禁令延长至2023 年底。该禁令适用于除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俄方认为西方利用核武器

问题扩大反俄联盟

中坦合作更上台阶 中非友谊再谱华章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马汉智

  新华社华盛顿11月4日电（记者 许缘）美国劳工部4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美国失业率升至3 . 7%。
　　数据显示，10月美国失业率环比上升0 . 2 个百分点至
3 . 7%，失业人数涨至610万。当月，失业时间多于27周的
长期失业人数环比微涨至120 万，占所有失业人数比例升
至 1 9 . 5 % 。劳动参与率则继续下降 0 . 1 个百分点至
62 . 2%，这表明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进一步紧张。
　　数据显示， 10 月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为 26 . 1
万。按行业来看，当月休闲和酒店业就业人数环比增加
3 . 5 万，较疫情前低了 110 万。制造业就业人数上涨 3 . 2
万，零售贸易业就业人数也增加1 . 5 万。今年以来，美国
月均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为40 . 7 万，与2021 年月均增长56 . 2
万有着明显差距。

美国10月份失业率

升至3 . 7%

  新华社加沙11 月 4 日电（记者 柳伟建）以色列国
防军4日凌晨出动战机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军事目标实施空袭，以报复早些时候来自加
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战机向加沙地带中部的两
处哈马斯军事设施发射了至少10 枚导弹，现场可以听到
强烈的爆炸声，周边房屋和民用设施遭到损毁。目前暂未
有人员伤亡报告。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空袭了加沙地带哈马
斯的一处火箭弹制造基地，并表示哈马斯应为来自加沙地
带的所有袭击负责。
　　3日晚，邻近加沙地带的几个以色列城镇响起防空警
报，随后以军确认其防空系统拦截一枚来自加沙地带的火
箭弹。约一小时后，以军称又有三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发
射，但均落在加沙地带并爆炸。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
德）宣称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火箭弹。这是近3个月来杰
哈德首次向以方发射火箭弹。

以军空袭加沙地带

哈马斯军事目标

  据新华社电（王宏彬）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
亚胡阵营日前在该国议会选举中赢得超过半数席位。他有
望重新执掌政权，组建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3日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
箭弹，同一天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警打死。
　　以色列本月1日举行近4年来第五次议会选举。以色
列中央选举委员会3日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
阵营获得120 个议席中64个席位，赢得明显多数，有望被
授权组阁。曾连续执政12 年的内塔尼亚胡，在下台一年
多后有望再任以总理。
　　内塔尼亚胡的主要对手、现总理亚伊尔·拉皮德阵营
获得51 个议席。他在计票结果公布前承认败选，向内塔
尼亚胡打电话表示祝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意
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祝贺内塔尼
亚胡。
　　按照多家媒体说法，现年73 岁的内塔尼亚胡将组建
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政府。除他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
团外，支持他的党派包括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沙斯党
和圣经犹太教联盟党。
　　议会第三大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主席比撒列·斯
莫特里赫和该党另一名领导人伊塔马·本-格维尔有望分
别出任国防部长和公共安全部长。两人都发表过反阿拉伯
人言论，主张强硬对待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以色列军方3日说，以方当天拦截一枚从加沙地带发
射到以色列南部的火箭弹，另有3枚火箭弹发射失败，在
加沙地带爆炸。尚无组织认领这些袭击。
　　巴勒斯坦卫生部说，以色列军人3日早些时候在约旦
河西岸打死 3 名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说，其中包括一名杰哈德军事指挥官。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经常在其成员被以色列军方打死
后，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作为报复。
　　在另一起袭击事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
持刀刺伤一名以色列警察后，被当场打死。
　　巴以地区紧张局势近期有所加剧。以军在约旦河西岸
多个地区展开搜捕行动，与当地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并造
成伤亡。据美联社报道，今年以来已有130 多名巴勒斯坦
人被以军打死，创200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最高数字。

内塔尼亚胡阵营

赢得议会选举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举世瞩
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
闭幕，巍巍东方巨轮启航新征程。
　　10 月2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
　　“只要共行天下大道，各国就能够和睦相
处、合作共赢，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习
近平总书记坚定而恳切的话语，向世界发出
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邀约，为推动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勾画了实践路径。
　　连日来，各国政党政要纷纷致电致函，热
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共二十大成功举行，表示
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喜悦，对中国未来的
发展充满信心，期盼中国在为人类谋进步、为
世界谋大同的事业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当之无愧的领袖”

　　伟大的时代，必有自己的杰出人物；伟大
的事业，必有众望所归的领袖。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
扬帆远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
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
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指引。在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中
央领导机构时，习近平同志再次全票当选中
央委员会总书记，掌舵领航新时代新征程。
　　这是党心所向、民心所盼、众望所归，
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各国政党政要感佩于这份源自中共全党和中
国人民衷心拥戴的崇高威望，通过贺电贺函
表达他们对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全票当选的祝
贺与敬佩之情。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值此您再次当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际，请接受
我最热烈的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成功举行，充分体现了您崇高的政
治威望，展现出在您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高
度团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同志继续肩负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重任，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全体中国人民始终
不变的信任、支持和期待。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
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取得光辉胜利。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值此您再次当
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之际，我谨致以最热烈的祝
贺。当今世界正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应共同肩负
促进和平与发展的使命，并为之不懈努力。
　　埃及总统塞西表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
央总书记，充分体现了全党、全国人民对您的

信任。我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光辉成就和为
改善中国人民生活作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表
示赞赏。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作为大党大国领袖的感人话语。这份一切
为了人民的拳拳之心，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
象。各国政党政要感佩于这种无私奉献的领
袖品格，通过贺电贺函表达他们对习近平总
书记人民情怀的由衷钦佩。
　　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导人、总统鲁托
表示，您以人民为中心、甘于奉献的领袖风范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肯尼亚期待同中国携手
构建充满活力的非中命运共同体。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
示，您作为负责任的、坚定的、深切热爱自己
祖国的政治家享誉世界。善于倾听人民的声
音，关心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是您作为中国共
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的独特品质。
　　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到提
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从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这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体现了习近平总书
记胸怀天下、引领时代的大格局、大担当。各
国政党政要感佩于这份大党大国领袖的天下
情怀，通过贺电贺函表达他们对于习近平总
书记共行天下大道理念的认同与支持。
　　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主席、
政府总理夏巴兹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为建立公
平公正、和睦相处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弘扬各
国真诚友好的合作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伦
表示，您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
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等重大理念和主张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和普遍支持，已经并将继续为世界和平发展
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斯洛伐克方向党主席、前政府总理菲佐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
全球安全倡议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一座新的里程碑”

　　中共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
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各国政党政要在贺电
贺函中认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共二
十大的胜利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对中
国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总统武契奇表示，
中共二十大不仅对中国，也对全世界具有重
要意义。
　　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党领袖、前总统马欣
达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中国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当今世界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共二十大将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座新的里程碑。
　　法国共产党全国理事会主席、参议院副
议长洛朗表示，中共二十大对中国乃至整个
世界都至关重要。当前人类面临诸多挑战，大
会传递的发展、和平、共享的信号令人期待。
　　中共二十大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
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描绘了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
图。各国政党政要通过贺电贺函表达他们对
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坚信中共必将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篇章。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李
显龙表示，中共二十大作出的决定将为中国
下一阶段发展提供一个清晰的愿景，相信中
国将继续朝着其长期目标前进。一个繁荣稳
定的中国有利于地区和世界。
　　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表
示，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中国全党和全国人民必将完成
中共二十大提出的各项目标，早日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蒙古人民党主席、政府总理奥云额尔登
表示，中共二十大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蓝图。
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将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胜利实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家
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
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取得新的
成就。
　　中国梦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
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透
过中共二十大报告，世界看到了中国新发展
带来的新机遇。各国政党政要在贺电贺函中
纷纷表达与中国加强合作、实现共赢的愿望。
　　匈牙利青民盟-匈牙利公民联盟主席、政
府总理欧尔班表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匈中两国关系也取得卓越成果。匈
方高度评价两国间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期待未来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合作。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期待同习近平总书
记一道，共同为印中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表示，期待
同习近平总书记一道，传承柬中传统友谊，推

动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
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
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我们将同各国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持续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600 多名中外记
者，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社会发出“携手创造
世界的美好未来”的真诚邀约。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各国人民求进
步、促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中国倡议得到各
国政党政要的积极回应。
　　南非非国大主席、总统拉马福萨表示，非
国大十分珍视两党关系，在习近平总书记领
导下，中国共产党与非国大关系日益深化，感
谢中共给予我们支持和引导。相信中共将同
世界进步力量一道，持续推动实现世界公平
正义与和平发展。
　　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期待同习近平总
书记密切沟通与合作，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
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
总统奥尔特加和副总统穆里略表示，尼方愿
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建
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所罗门群岛政府总理索加瓦雷表示，所
政府将坚定支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
标系中，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
运紧密相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
求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各国期待，在新征程上，中国将在
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　　
　　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总主席、前总统梅
加瓦蒂表示，期待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
用，共同推动建立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克罗地亚前总统梅西奇表示，相信习近
平总书记将继续带领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并
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政府总理哈西
娜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衷心感谢习近平
总书记长期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大力支持。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胸怀天下者　朋友遍天下
——— 各国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二十大成功举行

  □新华社发 穆斯塔法·卡亚 报道
  11 月 3 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一名商贩在摊位
卖鱼。
  土耳其统计局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土耳其10 月
通胀率达到85 . 51% ，再创24 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
示，10月土耳其计入能源价格在内的交通运输价格同
比上涨117%；食品价格上涨99%，涨幅居于第二；家
具等家居用品价格上涨93 . 63%。

土耳其10月通胀率达85%

再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