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回响

新华社洛杉矶9月12日电（记者
谭晶晶）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的“新谢泼
德”飞行器12日进行不载人太空试飞，
火箭在发射后出现故障并坠毁，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

这次试飞在蓝色起源公司位于美
国得克萨斯州西部的一处发射场进
行。该公司在网站上介绍说，火箭在发
射后不久出现故障，太空舱逃生系统成
功启动，将没有载人的太空舱与火箭分
离。随后火箭坠毁于地面，太空舱打开
降落伞落回地面，没有人员伤亡。

据介绍，蓝色起源公司自2012年

起对“新谢泼德”飞行器及其安全系统
进行飞行测试，这是“新谢泼德”飞行器
第23次太空试飞。“新谢泼德”飞行器
的设计目标是将宇航员和科研载荷送
入太空，其飞行高度可达约107千米，
超过距地表约100千米的“卡门线”，这
是国际航天界定义的地球大气层与太
空的边界。

蓝色起源公司表示，在此次试飞
前，“新谢泼德”飞行器已连续成功完成
22次飞行测试，其中包括3次逃生测
试，表明飞船的逃生系统能够在飞行任
何阶段安全启动。

美“新谢泼德”飞行器不载人试飞时火箭坠毁

这张由蓝色起源公司提供的图片显示，9月12日，在美国得克萨斯
州西部，火箭在发射后出现故障。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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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扎纳塔斯的第二个青春要来了！
哈中新能源合作项目给城市带来投资，
给当地人带来新工作，这座丝绸之路沿
线小城正在复苏。”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
（央行）前副行长阿尔马斯·丘金日前向
新华社记者谈起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理解，兴奋地讲述了中哈合作建
设扎纳塔斯风电项目的故事。

作为知名经济学家和中哈合作亲历
者，丘金认为，扎纳塔斯项目是中国与沿
线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实际
行动推动建设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世
界，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
动写照。

年逾六旬的丘金目前担任扎纳塔斯
风电项目哈方维索尔投资公司的管理合
伙人。扎纳塔斯风电项目于2021年竣
工投产，成为中亚地区最大风电场，极大
缓解哈南部地区缺电现状，也让一度沉
寂的工业城镇扎纳塔斯重新焕发生机。

丘金认为，这一项目的成功实施是
“一带一路”倡议和哈萨克斯坦“光明之
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加速推进的一
个缩影。

“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
业。”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

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
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第一时
间得到哈萨克斯坦各界热烈响应。

此后，中哈共建“一带一路”实施了
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项目，为两
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也为国际
社会树立了典范。共建“一带一路”成为
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第一台涡轮风力发电机终于到
了。”这是2019年5月2日丘金在社交
媒体上发表的一条动态。那一天，扎纳
塔斯风电项目迎来第一台来自中国的涡
轮风力发电机，丘金回想起当天情景至
今仍感慨万千。

他告诉记者，扎纳塔斯曾是磷矿石开
采和化肥生产中心，但随着产业没落，人
们纷纷离开这座结构单一的工业城市。
当地自2011年开始推动建设扎纳塔斯风
电项目，他们和无数潜在合作伙伴接洽
过，但最终与中国的合作取得成功。

丘金说，中国为哈方带来设备和投
资、技术和经验，还培养了10年前在哈
萨克斯坦几乎没有的清洁能源本土人
才。项目遵循互利公平的利益共享原

则，是双赢合作的典范。新建成的风电
项目为扎纳塔斯创造就业、增加税收，为
哈萨克斯坦带来清洁能源，更有效促进
城市发展。

在丘金看来，如果用几个词来概述
他理解中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国家利益与共同繁荣”最为恰当。他
说，习近平主席提出这一理念，让世界上
更多人深刻认识到彼此命运紧密相连，
推动开展互利合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共同做大合作蛋糕，保障所有国家追求
繁荣发展的权利。

“我们不是在参与体育竞赛，只有一
块金牌让所有人竞争，我们可以将共同的
蛋糕、共同的果实做大。”丘金说，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国际社会清晰认识
到，“通过努力合作，我们将实现共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样是
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习近平主席关于

“两山论”的重要阐述，丘金表示非常赞同。
他介绍，扎纳塔斯风电项目位于哈

萨克斯坦南部，这一地区以前一直依赖
北方火电厂远距离送电，长达2000公里
的电力传输意味着巨大输电成本和电力
损失。同时，这一地区拥有草原和峡谷
隘口等地貌，风力资源充沛，在这里建设
电厂体现多重环保意义。

丘金说，作为扎纳塔斯风电项目参
与者，他在项目建设中深刻体会到哈中

绿色合作的特点。相比同等容量的火力
发电，风电场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11万吨，减少大量温室气体和灰渣排
放，中国倡议的绿色低碳生态文明建设
在项目中得到充分体现。

丘金认为，中国不断发展环保和绿
色能源领域，已成为光伏和风能发电等
行业领导者。中国还积极推动《巴黎协
定》签署和全面有效落实，向国际社会作
出碳达峰碳中和庄严承诺，促进世界在
环保领域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在哈萨克语中，“扎纳塔斯”是新石
头的意思。这座城市曾因磷矿石而兴
盛，如今，风电赋予扎纳塔斯新的生命
力，扎纳塔斯风电项目成为中哈共同打
造“绿色丝绸之路”的一大亮点。

丘金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经济发展中得到深刻体现。全世界分
享同一片天空，生活在紧密相连的全球
经济体系中，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
趋势。扎纳塔斯风电项目向人们展现，
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建设共同繁荣的世
界、清洁美丽世界，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美好愿景作出切实努力和贡献。

“看着拔地而起的风机，我相信未来
天会更蓝，水会更清，人类会居住在一个
更加清洁的地球。”丘金说。

（新华社努尔苏丹9月13日电 记者
张继业）

在哈萨克斯
坦首都努尔苏丹
拍摄的雕塑和远
处的“可汗之帐”
购物中心。

新华社发

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访哈萨克斯坦经济学家、中哈“一带一路”项目亲历者丘金

据新华社维也纳9月12日电 国际
原子能机构（以下称机构）理事会会议12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会议第四
次协商一致决定以单独正式议题形式讨
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有关问题。

在通过上述议程后，中国常驻维也
纳联合国代表王群接受中外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中方主张下，机构理事会连
续四次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设置单独
正式议题，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
作所涉核材料转让及其保障监督等影
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方面的问
题”，挫败了一些国家企图劫持理事会
的图谋，是“维也纳精神”对“霸权主义”
的胜利。这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三

国核潜艇合作所涉核武器材料转让问
题的关切，说明美国式“小圈子”在机构
不得人心。

王群强调，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所涉
核材料转让问题本质上就是核扩散，三
国必须放弃这一危害全球的举动。三
国核潜艇合作超出了现有国际核不扩
散体系，也超出了机构秘书处的职责范
围，不是三国就可以私自处理的，必须
由机构成员国来管。中方一直主张通
过政府间进程予以充分讨论，理事会前
三次的讨论让国际社会和机构广大成
员国更为深入地认识到三国核潜艇合
作的严重负面影响、特别是其防扩散风
险和隐患。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连续四次以协商一致方式
设置中方主提的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议题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国王查尔斯三世接替她成为英国开放水域中
众多天鹅的新主人。据英国王室网站介绍，英国开放水域所有不带归属标记的疣
鼻天鹅归英国君主所有。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君主对天鹅的所有权历史可追溯到
中世纪，当时天鹅肉是一种“极其重要的食物来源”，被做成美味佳肴，出现在富有
人家的宴会上。

9月12日，天鹅普查员戴维·巴伯在英国温莎的泰晤士河边与天鹅合影。
新华社/路透

英女王去世 新国王继承天鹅所有权

新华社东京9月13日电（记者郭
丹 涂一帆）据日本媒体13日报道，日
本在世最高寿男性上田幹藏9日离世，
享年112岁。

居住在奈良县奈良市的上田幹藏
生于1910年5月。2020年8月，他成
为日本在世最高龄男性。13日，奈良
县福祉部长寿福祉科公布了他去世的
消息。

日本长寿老人较多，此前居住在日
本福冈县福冈市的田中力子被吉尼斯
世界纪录组织认证为“全球最长寿老
人”。她于今年4月19日去世，享年
119岁。

经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迄今最
长寿男性同样来自日本，名叫木村次郎
右卫门。他于2013年6月12日去世，
享年116岁54天。

日本在世最高寿男子去世 享年112岁

新华社柏林9月13日电（张雨花）
德国联邦统计局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德国8月通货膨胀率为7.9%，再次回升
至今年5月创下的1990年来高点。

德国联邦统计局局长格奥尔格·蒂
尔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造成高通胀的
主要原因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

数据显示，8月通胀率为今年3月
以来连续第六个月维持在7%的高水

平以上。此外，当月德国能源和食品
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35.6%和 16.6%。
去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因素，当月通胀率
为3.5%。

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初步统计
数据显示，受乌克兰局势影响，欧元区
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飙升，8月通胀率
按年率计算达9.1%，超出市场预期，再
创历史新高。

德国8月通胀率再回历史高点

9月14日至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出席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并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
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米尔济约
耶夫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国人
士对此充满期待，认为习近平主席出席本
次峰会、访问哈乌两国必将进一步推动上
合组织和地区合作再上新台阶。

发挥上合独特作用携手
应对挑战

走过21个年头的上合组织，已成为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的重要力量。多国人士对习近平主席
出席此次峰会表示期待，相信峰会将再
次体现上合组织的独特作用，推动各国
携手应对挑战、促进共同发展。

乌兹别克斯坦政治评论员图兰拜·
库尔班诺夫指出，上合组织已是最具影
响力的新型国际组织之一，在建设新型
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是各国应
对日益增长的共同威胁与挑战的重要平
台。他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将对推动解决
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印度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前主席
库尔卡尼注意到，今年是上合组织宪章
签署20周年和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签署15周年。他认为，这对上合
组织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上合组织
影响力不断增强是全球秩序迅速变化的
一个标志。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对外政策研究所
所长、上合组织前秘书长博拉特·努尔加
利耶夫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上合组织的发
展与变化。在他看来，上合组织不断发

展壮大，其吸引力就来源于互信、互利、
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
展的“上海精神”。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欧洲与国际综
合研究中心主任瓦西里·卡申关注此次
峰会上的经济议程。他认为，各国对包
括能源、交通在内的合作越来越重视。
在全球化遭遇挑战的背景下，欧亚地区
迫切需要更多的协调与合作。

巴基斯坦全球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
问阿赫塔尔·詹久阿期待在本次峰会上
各方就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
定，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促进
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打击恐怖主义等展
开讨论。

伊朗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中国问
题专家法尔哈德·贾万巴赫特·海拉巴迪
认为，上合组织国家致力于加强经贸等
各领域合作，致力于协调相关各国政策，
为拓展多边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阿富汗喀布尔大学教授塔吉·穆罕默
德·塔拉什说，“中国是上合组织的重要成
员国之一，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本次峰会
对推动上合组织各项议程发挥重要作用，
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更加团结”。

为中哈关系及各领域合
作发展提供新动能

今年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建交30
周年。两国交往日益密切，合作驰而不
息，共同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道
路。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习近平主席13日在《哈萨克斯坦真理
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我们要珍惜这来
之不易的成果，踔厉奋发，不断将两国友
好事业传承和发扬下去。哈萨克斯坦各
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并

热切期待此次访问，相信此访将为两国
关系及各领域合作发展提供新动能。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
谢里克·科尔茹姆巴耶夫说，习近平主席
的署名文章思想深刻，为进一步巩固和
发展哈中关系提供重要指引。

从这篇署名文章中，哈萨克斯坦人
民党主席叶尔穆罕默德·叶尔特斯巴耶
夫感受到习近平主席的热情与真诚。叶
尔特斯巴耶夫表示，2013年，正是在哈
萨克斯坦，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倡议为欧亚大陆的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时隔5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哈，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哈萨克斯坦首任
总统图书馆副馆长铁木尔·沙伊梅尔格
诺夫说，相信此访将推动哈中进一步落
实此前达成的共识，进一步促进双方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

在哈萨克斯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古丽娜尔·沙伊梅尔格诺娃看来，习近平
主席此次访哈是重要的外交活动，体现
了中方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将
推动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

努尔加利耶夫认为，习近平主席此
次访哈对进一步发展两国永久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具有非凡意义，将为两国关系
及各领域合作发展提供新动能。

携手开创中乌关系更加
美好的明天

今年是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建交
30周年。30年来，中乌关系的大树愈发
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两国始终相互尊
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各领
域合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乌兹别克

斯坦各界认为，此访将推动加深两国政
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开创乌中关
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回忆起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乌期
间的情景，撒马尔罕真丝地毯手工艺传
承人富尔卡特·尼亚佐夫感慨万千。“至
今我还记忆犹新，习近平主席给我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

尼亚佐夫说，习近平主席再次到访
乌兹别克斯坦、再次来到撒马尔罕，必将
为乌中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带来新
气象，也必将为促进两国经贸、旅游等各
领域合作注入新活力。

习近平主席13日在乌兹别克斯坦
《人民言论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通讯
社等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人民言论报》
副总编辑肯扎耶夫为该报刊载习近平
主席署名文章深感自豪。肯扎耶夫
说，习近平主席纵览乌中两千多年友好
交往史，总结30年来双边关系发展成
就，深入阐述对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发展方向的愿景。

乌兹别克斯坦社会政治问题专家阿
卜杜瓦利·赛布纳扎罗夫说，他在署名文
章中读到了期待的内容。他说，署名文
章谈到了双方要扩大减贫扶贫合作，米
尔济约耶夫总统也多次表示乌方将同中
国加强该领域合作。“相信乌中两国在减
贫领域合作的水平将不断提升，两国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将得到更大发展。”

加强乌中两国文化和人文交流是乌
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副教授古尔沙达·
乌拉扎利耶娃关注的议题，她期待乌中
两国在包括妇女交流等领域继续扩大合
作。她认为，乌中两国应重视并加强文
化和人文交流，为共建乌中两国人民美
好未来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推动上合组织稳步发展
深化中哈、中乌友好合作

——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
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内罗毕9月13日电 肯尼
亚当选总统威廉·萨莫伊·鲁托13日
在首都内罗毕宣誓就职，正式成为肯
尼亚独立以来第五任总统。

现年 55 岁的鲁托 2008 年开始
担任肯尼亚农业部长，2010 年出
任高等教育部长，2013 年起担任
副总统。

鲁托宣誓就任肯尼亚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