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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7月11日在老挝琅勃拉邦省拍摄的由中国中铁八局承建的中老铁路琅
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主桥施工现场。

中老铁路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主桥最后一个承台当地时间7月10日深夜
顺利浇筑完成，这标志着中老铁路跨湄公河的两座特大桥主桥基础施工全面完
成。 （新华社发）

新华社联合国７月11日电 中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11日在气
候变化与安全问题安理会辩论会上
发言，阐述中国立场，呼吁国际社
会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应对与
气候变化相关的安全问题。

他说，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全世界共同
面临的重大挑战。解决气候变化问
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面

临的紧迫而长期的任务。国际社会
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
应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应当加强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交流合作，通过
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帮助。联合国和相关国际及地
区组织应加强协调，为应对气候变
化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他说，国际社会要坚持公平正
义，确保国际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和

实施。各国要切实尊重气候变化领
域达成的国际协议，摒弃“零和思
维”，加强共享和担当，努力实现互
惠共赢。国际社会要切实落实《巴
黎协定》。应当照顾各国实际国情，
尊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差
异，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帮助加强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非洲、小岛屿国家的适应和减缓
能力、管理能力和融资能力。

他认为，国际社会要树立共
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
观，妥善处理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
险。当前各种安全威胁和风险不断
涌现。各国应综合施策，加强国际
务实合作，通过走可持续发展道
路，并最终依靠实现共同发展来解
决气候变化问题可能导致的土地和
水资源减少、粮食安全、人道危机
和大规模移民潮等安全问题。

他说，中国一直秉持正确义利
观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国愿
继续落实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承
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挑战。中国愿同国际社会携手努
力，共同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中国代表呼吁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应对全球性挑战

新华社巴黎７月11日电（记者
徐甜）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
勒梅尔11日在巴黎表示，法国政府将
大力支持本国金融业发展，并将巴黎
打造为欧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勒梅尔当天在巴黎欧洲金融市
场协会年度论坛上说，法国政府和巴
黎市政府已制订有效措施，吸引从英

国迁出的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将
来巴黎会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

在英国决定“脱欧”之后，一些
仍希望留在欧洲单一市场的金融机
构纷纷决定迁出伦敦。为争夺这些
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法国和德国
已展开竞争，都试图打造欧洲新的
金融中心。

除市场金融机构外，欧洲银行
管理局总部也从伦敦迁至巴黎。勒
梅尔表示，这令巴黎成为“欧洲重
要的金融监管中心”。

勒梅尔说，法国经济回暖、财
政赤字率稳步下降、外资吸引力持
续上升，这些都为法国金融业发展
创造了良好条件。

法政府致力将巴黎打造为欧洲金融中心

新华社北京７月12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莫斯科、耶路撒冷记者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日在莫斯科与到访
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
讨论双边和国际问题。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11日发布的消
息，普京在会晤中表示，俄以两国关
系整体发展积极，双方在经济和政治
领域相互合作，军事部门关系良好，
人文领域同样如此。

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和俄罗
斯的合作对稳定中东地区局势至关重
要。他与普京的每次会面都为双方合
作提升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与信任提

供机会。
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关注焦

点是叙利亚局势和伊朗。他说，当天
早些时候，以色列击落一架从叙利亚
进入以色列境内的无人机，以方将严
厉打击任何企图侵犯其领空和领土的
行为。

以色列国防军11日发表声明说，
当天下午，以色列军方在以叙边境使
用爱国者导弹击落一架从叙利亚进入
以色列领空的无人机。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
此次访问是今年年初以来他第三次访
问俄罗斯。

俄以领导人会晤讨论双边和国际问题

据新华社东京７月12日电（记者
姜俏梅 王可佳）据日本警察厅12日
发布的最新信息，日本西部地区暴雨灾
害遇难人数已升至200人。另据中国驻
大阪总领事馆12日的消息，目前暂无
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12日上午，
以冈山、广岛为中心的16个府县已有
5600人进入政府指定的避难所避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日在“非常灾害
对策本部”第四次会议上表示，将为受
灾地区提供7.1万户临时住宅。

新华社记者了解到，中国驻大阪

总领事馆已于11日派出首批先遣组，
赴受灾严重的冈山县、广岛县慰问
受灾侨胞和留学生。先遣组人员到
现场查看了因暴雨损毁的侨胞房
屋，并将救灾物资和祖（籍）国的温
暖送到受灾者手中。受灾侨胞深受
感动，表示这增强了他们战胜灾难
的勇气和信心。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中国驻大阪总
领事馆应急处置小组已采取协调救灾
物资、转移重灾区侨胞、开通领保绿色
通道等措施，全力保障受灾地区中国公
民的人身安全，做好善后工作。

日本暴雨遇难人数升至２００人

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 11日电
（记者周珺 帅蓉） 北约秘书长斯
托尔滕贝格 11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北约 29 国领导人在当天的北
约峰会上就成员国责任分担、打
击恐怖主义以及加强北约威慑和
防御达成一致。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领导人
认为成员国之间没有公平分担责
任，各国同意在国防预算、军事实
力建设和对北约行动贡献三方面作
努力。

他表示，今年，将有8个北约

国家达到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2％的目标，大部分成员国
计划在2024年前军费达标。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上
提议将北约成员国军费的GDP占比
提升至4％，斯托尔滕贝格说，2％
指标是北约成员国已达成的承诺，
各国需要从这个目标做起。

斯托尔滕贝格说，中东和北非
地区的不稳定对北约安全产生影
响。应伊拉克政府要求，北约将在
伊拉克开展新训练任务，这项非战
斗性质的行动由加拿大牵头。北约

还决定在反恐方面增加对约旦和突
尼斯的支持。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成员
国领导人批准一项名为“四个
30”的战备倡议，即在 2020 年前
确保北约拥有能在 30 天或更短时
间内部署30个机械化营、30个空
军中队和 30 艘作战舰艇的能力。
各国领导人还决定更新北约的指
挥架构，同意增加 1200 名军事指
挥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在美国和
德国增设司令部。

此外，北约将组建一个应对

混合战争威胁的支持团队，北约
专家将在网络防御、舆论战和能
源安全等领域向成员国提供支
持。北约领导人还同意建立网络
运营中心，作为加强军事指挥架
构的一部分，并增强成员国的网
络防御能力。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领导人
同意，在马其顿和希腊就更改国名
问题完成所有程序后，将邀请前者
开始加入北约的谈判。

北约峰会于7月11日至12日在
布鲁塞尔举行。

北约峰会聚焦责任分担、反恐和军事建设议题

7月 10日，在法国图卢兹
附近的亨利-齐格勒交付中心，
一架空客A220-300飞机飞抵仪
式现场。

欧洲飞机制造巨头空中客车
公司10日宣布推出A220系列飞
机。这是空客收购加拿大庞巴迪
旗下C系列飞机项目后，将其纳
入自身产品线体系并更名而来。
据介绍，空客A220系列飞机包
括A220-100和A220-300两种
型号。

新华社发（热纳维耶芙·昂
热尔 摄）

空客推出空客推出
AA220220系列飞机系列飞机

7月11日泰国政府提供的照片显示，获救的少年足球队成员在医院内。
6月23日被困洞穴的泰国少年足球队员和1名教练共13人已于7月10日全

部获救。目前，12名小球员和他们的教练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一名泰国卫生
官员11日说，他们状况良好。 （新华社发）

获救的泰国少年足球队
成员身体状况良好

据新华社平壤７月11日电（记者
程大雨 吴强）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
时代办张承刚11日在使馆举行招待会，
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57
周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
委员长杨亨燮出席招待会。

张承刚在招待会上致辞时说，中
朝双方 57 年来秉持条约精神，在政
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新闻
等各领域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有力推
动了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为
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为
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
作出了积极贡献。

张承刚积极评价朝鲜劳动党七届
三中全会提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新战略路线，以及朝鲜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事业取得的成就。张
承刚表示，中国党和政府坚定支持朝鲜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祝愿朝鲜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
更大成就。

杨亨燮在致辞中高度评价《朝中友
好合作互助条约》的重要历史意义，表
示朝中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
缔造和精心培育的，是两国共同的宝贵
遗产，坚定不移发展朝中友好是朝党和
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纪念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57周年

新华社渥太华７
月 11 日 电（记 者
李保东）加拿大知名
咖啡连锁店蒂姆·霍
顿斯11日宣布，未来
10 年将在中国开设
1500多家分店。

蒂姆·霍顿斯总
裁马塞多11日说，中
国人口众多，经济充
满活力，这为蒂姆·
霍顿斯在未来几年
提供了极好的增长
机会。蒂姆·霍顿斯
的发展重点之一就
是将这一加拿大标
志性品牌推广至世
界各地。

蒂姆·霍顿斯咖
啡连锁店由加拿大
已故冰球运动员蒂
姆·霍顿于1964年创
立，是北美地区最大
的快餐连锁店之一。
它提供咖啡、茶、点
心、三明治等饮品和
食物，在全球拥有
4700 家分店，其中
大部分在加拿大和
美国。

加
拿
大
知
名
咖
啡
连
锁
店
进
军
中
国

据新华社俄罗斯叶卡捷琳堡7
月11日电（记者强勇）正在此间
举行的第五届中俄博览会组委会11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说，200余
家中俄企业在博览会进行了深入交
流和洽谈，双边合作呈现良好发展
态势。

中俄博览会组委会中方副秘书
长、黑龙江省贸促会会长王敬先在
发布会上介绍说，本届博览会中方

共有 15 个省区市政府团组参展，
俄方共有9个州区政府团组参展。
展览总面积达8500平方米，中俄
参展企业共203家。

此次博览会设装备制造、互联
互通、科技创新、现代农业、服务
贸易5个板块，多领域合作呈现出
强劲势头。

在10日举行的中俄农业地方
合作远景展望圆桌会议上，中俄达

成多项共识，多个项目进行现场签
约。其中，双方就在俄罗斯哈巴罗夫
斯克边疆区开发的综合性运输走廊
项目“远东1号”签署合作协议，投
资总额1.3亿美元。

中俄博览会是中俄两国间高
层次、大规模综合性展会，为促进
两国地方和企业合作、助力双边经
贸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
中俄博览会于９日至12日举办。

中俄博览会促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 11日电
（记者高攀） 美国国会参议院 11 日
通过一项非约束性的动议，呼吁限
制美国总统基于国家安全征收关
税的权力。

参议院当天以88票赞成、11票
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动议，指

示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在协商
2019 财年与能源和水利发展相关
的拨款法案最终文本时加入一项
条款，允许国会在美国政府基于
《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
收关税时发挥作用。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

科克当天在声明中说，上述动议表
明参议院广泛支持国会在涉及国家
安全的关税决策中发挥合适作用。
他相信，随着美国经济、美国企业
和消费者开始感受到不连贯贸易政
策的破坏性影响，会有更多人支持
他此前提出的限制总统征收关税权

力的立法。
科克和多名参议员曾于6月初

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美国总统根据
“232条款”限制进口时，必须先向国
会提交相关限制进口方案，然后由国
会在60天内讨论和投票表决。科克
表示，他将继续推动美国国会就这项
立法举行约束性的投票。

此前特朗普政府曾根据“232条
款”、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铝产
品加征关税，并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
启动“232调查”，遭到美国国内以及
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

美参议院

通过动议呼吁限制总统征收关税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