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护霸权的图谋昭然若揭

搅乱亚太的祸心遭到谴责

亚太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
和发展潜力的地区。而美国所
谓“印太战略”，不仅抹去“亚太”
的提法，还想抹去亚太地区行之
有效的区域合作架构，抹去几十
年来地区各国共同努力创造的
和平发展成果和势头。

不少亚太地区国家人士指
出，美方声称要建立“自由、开
放、包容”的新秩序，但其挟持
亚太地区为其霸权服务的行
为，恐将制造地区紧张，造成地
区“失序”，损害亚太地区的民
生福祉，甚至殃及世界其他国
家和地区。

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
研究员安娜·马林博格-乌伊说，
美国不断图谋在亚太地区制造
分裂和对抗，只会给地区制造混
乱和不稳定，增加不确定性，将
加剧亚太地区国家的担忧。

东日本国际大学客座教授
西园寺一晃认为，亚洲正面临
发展的大好机遇，只要和平环
境和合作机制得到加强，就会
有更大的发展。美国的“印太
战略”出于冷战思维，将破坏这
种发展机遇。

（新华社香港 6 月 15 日电
记者张崇防 毛鹏飞 蔡蜀亚）

近段时间，美方高层在各种场合大力推销所谓
“印太战略”。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对华政策演
讲中声称要“塑造北京周边战略环境”。美国国防部
长奥斯汀在刚刚闭幕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自由
开放的印太地区”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核心。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所谓“印太战略”的实质是搞集
团政治，强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挑动地区分裂，制造地
区对抗，正在引发国际上尤其是亚太国家越来越多的警
惕和担忧。所谓“印太战略”背后隐藏的是美方的霸权
图谋，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与促
合作、谋共赢的国际大势背道而驰。

今年 2 月，美方推出酝酿
已久的《美国印太战略》，声称
将加强与盟友、伙伴之间的合
作，进一步扩大在这一地区的
外交存在，其中特别强调了东
南亚和太平洋岛屿。

这一标榜“自由开放”的战
略，却与自由、开放沾不上边，
实则打的是围堵中国、维护美
国霸权的“如意算盘”。马来西
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者李
佩敏说：“无论如何包装，这一
战略实际上都是为了服务美国
的目标。”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

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指
出，美方常用抽象的“价值观”、
虚伪的“人权观”蛊惑人心，掩
盖其维系自身霸权的真实目
的，掩盖其推行“新冷战”的真
正意图。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与
外交研究所主任穆罕默德·阿西
夫·努尔说，所谓“印太战略”实
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制造分裂对
抗、维护霸权的工具。美方所称

“致力于建立开放包容的区域”
不过是谎言，实际上是想在现行
区域合作架构外炮制出一个便
于其操纵的平行机制。

国际观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久前发表对华政策演
讲，攻击中国内外政策，大肆渲染“中国威胁”。
尽管他煞费苦心地用了诸如“不寻求新冷战”

“不是反对中国”等言辞来缓和演讲基调，但是
欲盖弥彰，其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阻碍中国发展
的真实意图暴露无遗。

美国政客持续诋毁中国，他们的“小九九”
路人皆知。通过攻击中国，他们想维护美国正
在衰落的霸权，缓解自己的“霸权焦虑症”；通过
攻击中国，他们想为层出不穷的国内问题“甩
锅”；通过攻击中国，他们企图放缓中国的发展
速度，迟滞中国的复兴步伐。

然而，他们的言辞越苛厉，越凸显他们内
心的虚弱。美国政客们正在看到，也会更加
清楚地看到，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进程，不是他们毫无根据的抹黑、
不得人心的破坏所能够阻止的。中国不是吓
大的。对于自身的发展前景，中国人有定力、
有信心。

中国之所以能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是因
为中国道路有强大的内在逻辑，中国发展进步
有不竭的精神动力。中国能持续发展进步，是
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等独特
的制度优势；中国能持续发展进步，是因为中国
有着14亿多勤劳智慧的人民，他们为了更加幸
福的生活、更加繁荣的国家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地打拼；中国能持续发展进步，更是因为中
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积淀——这种力量
悠远而深沉。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
没有中断的文明，新时期的中国必将迎来新的
辉煌。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认为，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适合
中国国情，必将推动中国在未来继续发展，取得
更大进步。巴西圣保罗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历山
大·菲格雷多认为，随着中国政府不断提升治理
水平、持续推动创新和开放、扎实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前景广阔，将
继续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引擎。

中国之所以能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是因
为中国的发展在全世界得人心，符合世界潮流
前行的大势。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善意和推动合作共赢的
诚意有着越来越深入的体会，“中国好，世界才
更好”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入的共
识。一些美国政客孤立中国、离间中国与世界
关系的图谋注定破产。美国声称要“改变中国
周边环境”，兜售所谓“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
架”，实际上是想在亚太地区制造对抗，破坏地

区开放合作的大好形势，然而，亚太地区绝大多
数国家坚持与中国友好合作，不愿意被胁迫着
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队。事实表明，中
国是亚洲繁荣的关键，美国在亚洲搞对抗不得
人心、难获支持，并注定适得其反。加拿大卡毕
兰诺大学经济学教授肯·莫克一语中的，“美国
妖魔化中国已经变得无趣且易受嘲笑”，许多国
家正在告诉美国，在它们对华关系的问题上“别
多管闲事”。

中国之所以能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也
是因为世界各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合，经济全
球化离不开中国。2017年以来，中国已经连
续五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这
些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
保持在 30%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
擎。路透社就日前举行的第九届美洲峰会发表
评论说，美国在拉美这个长期以来被视为其“后
院”的地区已经失去优势，中国与该地区绝大部
分国家的贸易往来已经超过了美国。中美经济
关系也早已深度融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
贸易战，美国政客用各种手段打压中国高科技
企业，但202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仍达到了创纪
录的7500多亿美元。《纽约时报》日前刊文敦促
拜登政府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新方式，并提议
拜登政府取消前任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新
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中国创造了合作、贸易、
繁荣的机会，许多国家都想把握中国发展带来
的机遇，希望与中国有更多贸易往来。

这就是当前中国发展所处的“时”和
“势”，这就是中国道路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现
的“道”和“义”。无论美国政客怎么抹黑，都
无法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无
法阻断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推进和平发展和
合作共赢的事业。

对于发展中美关系，对于探讨中美两个大
国正确相处之道，中国始终秉持“和为贵”的原
则，释放了最大程度的诚意。中方多次强调希望
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加强沟通对话，希望双方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避免对抗。中国不惹事，但
是决不怕事。对于任何无理打压和霸凌，中国必
然要予以有理有利有节的还击。美国一些政客
迷信其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自以为行之有效的

“大棒政策”的威力，也要对中国如法炮制，但事
实证明他们已经碰壁，且还将继续碰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美国
政客们对中国会继续抹黑，继续打压，但任凭风
急浪高，我自岿然不动。今日中国已昂首阔步
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路上，任何企图阻
拦中国前进的图谋都必将归于失败。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记者郑汉根
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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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美国挑事
中国自有定力

国际时评

6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一名男子提着购
物袋从一家食品超市旁走过。

近几日公布的一系列通胀数据显示，美国通
胀没有明显放缓迹象。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6月14日至15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市场对
于加息75个基点的预期升温。 新华社发

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预期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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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成员部长时隔5年再次齐聚一
堂，说明国际社会克服困难、推动多边贸易体
系向前发展的意愿强烈。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开幕式上说，当
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疫情肆虐、
粮食危机、气候危机、能源危机、武装冲突、贸
易争端等，没有一个成员能够独善其身，世界
需要团结一致攻克难关。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会议上表示，以
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
的基石，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世贸组织在世
界经济复苏中发挥更大作用。

日内瓦智库“多边主义之友小组”创始人
兼总裁卢先堃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当前国际社

会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
开多边贸易体制。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各成员
部长展现政治意愿，弥合分歧并达成协议，发
挥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作用，同时正式启动世
贸组织改革进程，重振多边贸易体制。

关于渔业补贴谈判，卢先堃表示，全球渔
业资源状况堪忧，因补贴导致的过度捕捞及
非法捕捞严重威胁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疫情应对、粮食安全等议题上，他认为，达
成协议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世贸组织今后在类
似全球性挑战上能否投身其中、发挥其应有
作用。

（新华社日内瓦6月15日电 记者陈俊
侠 徐驰）

多边贸易体制备受期待

世界贸易组
织第12届部长级
会议12日在瑞士
日内瓦开幕，会期
4天，世贸组织各
成员部长正密集
谈判，争取在多个
重要议题上达成
协议，包括疫情应
对、粮食安全、渔
业补贴及世贸组
织改革等。观察
人士认为，应对全
球经济挑战离不
开多边贸易体制。

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开幕

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离不开多边贸易体制

截至13日，世贸组织各成员在疫情应对
议题下就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达成一定共
识，但在是否将相关药品和检测试剂知识产
权纳入豁免范围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印度
坚持疫苗、药品、试剂应该同时享有知识产权
豁免，而英国等带头反对印度提议。当天，各
成员还就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进行谈判，但由
于印度、埃及、斯里兰卡三国不支持，大会无
法就两项具体文件达成一致。

从14日开始，本届会议就渔业补贴、农
业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进行谈判。渔业补
贴谈判有望取得一定程度突破，但部分谈判
具体事项仍需达成妥协，比如世贸组织提供
的谈判草案给部分发展中国家为期7年的补

贴过渡期，但印度要求25年的过渡期。
据一些世贸组织专家预测，农业和世贸

组织改革等议题在本届大会上取得重大突破
的可能性较小，各成员更多希望确定下一步
谈判的方向和路线图，为下届部长级会议的
成功打下良好基础。

包括对电子商务征税在内的其他议题也
受到普遍关注。34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公
开呼吁美国贸易代表推动世贸组织同意延续
电子传输暂免关税。美国贸易官员也对媒体
表示，争取电子商务不被征收关税是美方重
要优先事项。与此同时，印度方面批评美国
电子商务巨头在印度市场的掠夺性定价和傲
慢态度。

谈判有进展也有挑战

美国加州发生枪击事件
两名警察被打死

新华社洛杉矶6月14日电（记者黄恒）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埃尔蒙特市当地时
间14日下午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警察被打
死，嫌疑人被当场击毙。

据埃尔蒙特市警局和洛杉矶县治安官办公
室的消息，该市警局两名警察当地时间下午4时
45分接到报案，前往当地一家汽车旅馆处理一桩
家庭暴力纠纷。他们在汽车旅馆遭到嫌疑人开
枪射击，双方发生交火，两名警察受伤后在医院
不治身亡。

警方没有披露本案更多信息。据悉，嫌疑人
现年35岁，有众多案底。

这次枪击事件发生前一天，加利福尼亚州公
路巡逻队一名警察在洛杉矶市区遭到枪击，身受
重伤。

近期，美国发生多起造成严重伤亡的枪击事
件。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4日发布的统
计数据，过去72小时内，美国发生多达328起枪
击案。今年以来，美国国内已有19704人在涉枪
事件中丧生，包括745名未成年人。

俄总统助理：

俄乌恢复谈判问题
一直没有进展

新华社莫斯科6月14日电（记者华迪）俄罗
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
恢复谈判的问题一直没有进展。

据塔斯社14日报道，乌沙科夫当天对媒体
说，自俄方4月15日向乌方提交协议草案后，俄
方始终未收到乌方任何答复。在此期间可能有
过非官方的电话联系，但不是在代表团层面，只
是个别代表之间，“然后一切就都结束了”。

谈到俄乌总统会晤的可能，乌沙科夫表示，
俄方不拒绝俄总统普京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
直接接触的可能，但需要做好准备。

6月15日，乘客在瑞士日内瓦机场等待。
由于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15日

上午起降瑞士日内瓦、苏黎世等地国际机场的所
有航线一度暂停运行，瑞士空域也暂时对外关闭，
不过故障在几小时后修复，现已重新开放空域。

新华社/法新

空管系统故障
致瑞士空域关闭数小时

科学家发现90亿年来
成长最快的黑洞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5日说，一支国际研究团
队意外发现了90亿年来成长最快的黑洞。

这个黑洞代号简称J1144，质量是太阳的30
亿倍，平均每秒钟可“吞噬”一个地球大小的天
体，其所在类星体亮度是银河系所有光亮度之和
的7000倍。

研究牵头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天体物理学
家克里斯托弗·昂肯说，研究者借助位于澳大利
亚的“太空漫步者”天文望远镜发现这个超大黑
洞，称该黑洞所在的类星体是90亿年来最亮的类
星体。类星体通常包括一个中央黑洞和周围的
星云，J1144黑洞所在的类星体的目视星等，即观
测者用肉眼看到的星体亮度达14.5等，是银河系
黑洞所在类星体的500倍。

据英国《卫报》援引昂肯的话报道，J1144黑
洞所在类星体发出的光“跋涉”约70亿年才到达
地球。昂肯说，50多年来，天文学家“一直在寻找
这样不断成长的黑洞”，迄今已发现约88万个。

王鑫方（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