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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初染，钱塘江畔，大潮涌动。
2016年 9月，也是在这样一个时节，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聚首浙江杭州。习近平
主席主持峰会，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
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同与会各方共
绘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新图景。

五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习近平主席出席历次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峰会，直面共同挑战、把脉时代课
题，为解决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在元首外
交引领下，新时代的中国积极参与二十国
集团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同各方
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气
魄与担当。

潮头观澜，为变局中的世界
把脉开方

“面对重大突出问题，二十国集团有责
任发挥领导作用，展现战略视野，为世界经
济指明方向，开拓路径。”2016 年杭州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的一番话点明了二十国集
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汇聚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
场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近百分之九十,
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
台，肩负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重要
使命，也身处应对风险、开拓增长空间的
最前沿。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杭州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首次全面阐述中国的全球经济
治理观——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
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推动二十国
集团实现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
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五年来，中国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
俱进。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
会上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彰显中国在推动
完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2017年汉堡峰会上，提出“坚持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大方向”“共同为世界经济增
长发掘新动力”“携手使世界经济增长更加
包容”“继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四项主张；

2018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指出
多边主义、平等协商、合作共赢是应对重大
危机的制胜手段；

2019年大阪峰会上，倡导各方“坚持改
革创新，挖掘增长动力”“坚持与时俱进，完
善全球治理”“坚持迎难而上，破解发展瓶

颈”“坚持伙伴精神，妥善处理分歧”；
2020 年“云峰会”上，建议“构筑全球

抗疫防火墙”“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
“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实现更加包
容的发展”。

进入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
形势更趋复杂严峻。

“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在全球抗疫合
作中扛起责任，同时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经
验，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着力提高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5月举行的全球健康
峰会上如是指出。

历史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就早日战
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阐明中国主张，彰显
对二十国集团责任使命和世界应如何有效
应对挑战的深邃思考：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科学施策，统筹系统应对；
——坚持同舟共济，倡导团结合作；
——坚持公平合理，弥合“免疫鸿沟”；
——坚持标本兼治，完善治理体系。

笃行实干，在开放发展中
实现互利共赢

9月2日，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在北京开幕。

5 场高峰论坛、119 场专题论坛及行业
会议，153个国家和地区的 1万余家企业注
册参展参会……疫情阻挡不了合作发展的
脚步，服贸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五年前，发展领域的三个“首次”——
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
心位置、首次就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制定行动计划、首次就支持非洲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开展合作，让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在国际上树立起新的
全球标杆。

五年来，中国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自身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不断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
机遇。

主动开放、高水平开放，奏响中国与世
界交融发展新乐章——

连年举办广交会、进博会、消博会、服
贸会；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放宽
外商投资准入门槛；持续推动“放管服”改
革，打造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实施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高质量高标准建设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自贸试验区一再“扩围”，
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充分显现；推动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早生效实施，积
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

共商共建共享，构建联动发展、包容发
展的广阔平台——

同 140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仅今年
前 8个月，中欧班列开行就超万列；今年前
7个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
接投资额同比增长9.9%……

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
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
易增长 2.8%至 9.7%、全球贸易增长 1.7%至
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

追求发展、崇尚共赢、传递希望，“一带
一路”已成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

“我们的目标是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
有国家和人民，让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人民的日子都一天天好起来！”习近平
主席在杭州峰会上的郑重宣示，在中国与
世界各国开放共赢中不断变为现实。

“大国在开放合作方面有着重要而特
殊的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阮宗泽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以开放之姿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让发展
的红利惠及更多国家，真正展现出大国的
样子。

命运与共，积极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让世人愈发
深刻认识到，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在全球性问题面前，任何一国想单打独
斗都无法解决。

面对世纪疫情，中国不仅做好国内疫
情防控，还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
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引领抗疫国际合作
方向，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做出重大
贡献。

“不当旁观者、跟随者，要做参与者、推
动者、引领者。”外交学院当代中国外交研
究中心主任张历历认为，五年前的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
义，从那时起，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力度明显加大。

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构建全球

金融治理新格局贡献力量——
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五年批准了 108 个项目，投资金额达
220.2亿美元，实现三家国际评级机构最高
信用评级“全满贯”；

自启动运营以来，总部位于上海的金
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累计批准成员国约80个
项目，贷款总额达300亿美元，2021年9月2
日，还宣布批准吸收阿联酋、乌拉圭和孟加
拉国为首批新成员……

推动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共建清
洁美丽的世界——

从积极推动杭州峰会发表首份气候变
化问题主席声明，到扎实推进绿色“一带一
路”建设；从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到做出中
国力争在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
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从非洲的气候遥
感卫星，到东南亚的低碳示范区，再到小岛
国的节能灯……中国以行践言，做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定站在历史正
确一边——

“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遵循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多边主义”“反对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公平竞争”……
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习近平
主席在二十国集团等多个国际场合，旗帜
鲜明地提出中国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以多
边主义的中国表达，诠释中国对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的深刻理解，推动国际秩序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中国已
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践行多边主
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二十国集团到亚太经合组织，从博
鳌亚洲论坛到世界经济论坛，从金砖国家
到上合组织，中国积极倡导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日
益丰富，为不同领域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更
加精准的指引。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赓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同舟

共济、团结合作的精神，开放自信的中国不
畏风浪、砥砺前行，与世界各国携手并进，
必将共同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

（新华社记者许可、伍岳、马卓言、商意
盈、马剑）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勇立潮头踏浪行
——写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召开五周年之际

美国情报部门炮制的
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
报告”，既缺乏科学精神，
又无事实依据，其向中国
甩锅推责、借病毒溯源打
压中国的卑劣意图昭然若
揭。中国对全球抗疫的贡
献有目共睹，炮制任何谎
言都无法抹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
国坚持生命至上，不仅率先
取得抗击疫情斗争重大战
略成果，还积极通过参与全
球溯源科学合作、分享抗疫
经验、提供抗疫物资等方
式，为全球抗疫贡献力量，
成为全球抗疫最可靠、最值
得信赖的中流砥柱。

在病毒溯源方面，中
国始终秉持科学、开放、透
明的原则，先后两次邀请
世卫组织专家来华开展病
毒溯源研究。世卫组织专
家组去了所有他们想去的
单位，会见了所有他们想
见的人。中国-世卫组织
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
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公认的
结论和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
球，中国率先宣布将疫苗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并克
服自身困难切实付诸行
动。当前，中国已向100多
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超过 9 亿剂新冠疫
苗，今年还将努力向全球
提供20亿剂疫苗。

此外，中国还向国际社
会提供多种援助，为全球团
结抗疫注入强劲动力。组
织跨国视频专家会议与各
国分享抗疫经验，为有需要
的国家生产和提供抗疫物
资，中国医生去往多个国家
助力降伏疫魔……这些无
不体现了中国在应对人类
共同挑战中的大国担当。

反观美国，不仅是全
球“第一抗疫失败国”“第
一疫情扩散国”，还大搞

“疫苗民族主义”和“美国
优先”，限制疫苗出口。在
溯源问题上，至今拒绝回
应国际社会对德特里克堡
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 200
多个海外生物实验基地等
的合理怀疑，试图掩盖真
相，逃避责任。

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
亮的，在铁一般的事实面
前，美国的谎言报告已沦
为“国际笑柄”，不值一哂。

搞病毒溯源政治化没
有出路。美国应立即停止
破坏全球团结抗疫的行
径，并开放德特里克堡基
地等接受调查，给全世界
一个交代。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炮制任何谎言
都抹杀不了中国抗疫贡献

新华社记者 张 泉

■新华时评

据新华社莫斯科 9 月
3日电 （记者胡晓光）俄罗
斯总统普京 3 日表示，不
应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
治化，而应努力共同抗击
疫情。

据 俄 国 家 电 视 台 报
道，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

论坛全会上回答主持人提
问时说，了解这种或那种
现象的原因、根源是正确
的，但一些国家对疫情搞
政治操弄是巨大的错误。
所有研究都应该以客观材
料为基础，搞政治操弄只
会让人远离真相。

普京表示

不应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

为完成“双减”工作目标，实现课后服务全覆盖，9月1日起，武汉中小学陆续开始推行“课后服务”。
多所学校引进专业机构、社会资源和家长专业力量，采取混龄混班的方式为学生提供声乐、艺术、体育、
科学等不同类型的个性化课程和社团活动。学习课程结束后，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选择在校内
完成书面作业或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后活动，放学时间延长至17:30-18:00。

▲湖北省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的学生在生态园里
采摘蔬菜（9月1日摄）。

图片均为新华社发（伍志尊摄）

“双减”第一周
孩子们在课后活动上玩“嗨”了

◀武昌中华路小学（金都校区）
的学生在学习运球（9月3日摄）。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在学习编程（9月2日摄）。

8 月 29 日下午，40 岁的喀布尔市民扎
玛赖下班回到家，刚把汽车开进院子，儿子
法尔扎德就说要练习停车，便带着几个孩
子钻进车里。就在此时，美军无人机的炸
弹从天而降命中这辆汽车，扎玛赖和几个
孩子被当场炸死。

几个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
比尔·厄本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无人机当
天对喀布尔一辆汽车实施空袭，解除了恐
怖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对喀布尔机
场构成的威胁。声明说，美军确信击中了
锁定的目标，汽车被击中后产生的二次巨
大爆炸表明车上载有大量爆炸物。

扎玛赖的邻居穆萨沃告诉记者，爆炸
发生时自己就站在扎玛赖家大门外。当时
只听到一声巨响，自己就当场晕倒了。几
分钟后醒来，穆萨沃发现汽车已被炸成碎
片，现场之惨烈令人目不忍睹。

“太可怕了，这些人被炸得面目全非，
扎玛赖和他家的几个孩子就在我面前被炸
死了。这些孩子几分钟前还活蹦乱跳，为
什么会这样？”穆萨沃问道。

“法尔扎德、扎米尔、费萨尔、苏米娅和
阿亚这几个孩子，最小的只有两岁，最大的
也不过 15岁。这些孩子怎么可能是‘伊斯
兰国’组织的成员？谁会相信连话还不会

说的两岁孩子是‘伊斯兰国’成员？”穆萨沃
愤怒地问道。

穆萨沃说：“美国人在愚弄世界。他们
有什么证据？我认识扎玛赖 20年了，他根
本就不是恐怖分子。”

穆萨沃气愤地说，美国所谓的反恐战
争将来还会杀死更多无辜民众。

美军无人机袭击事件已过去好几天，
遇难者家属仍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

扎玛赖的弟弟哈米迪毫不掩饰对美国
领导的反恐战争的憎恨。他说，美军以屠
杀阿富汗人开启了入侵阿富汗的进程，在
撤离阿富汗的最后阶段依然在残忍地杀害

包括孩子在内的无辜平民。
“这绝对是对我们家的恐怖袭击，这次

袭击杀死了我们家 10口人，包括我两岁的
女儿在内，但我们都是普通的平民。”哈米
迪说，“美国人指控我哥哥是‘伊斯兰国’成
员，是在为犯下的罪行找借口。”

对于美军声称被袭汽车里载有大量爆
炸物的说法，哈米迪反驳说：“除了遭袭击
的汽车被炸成碎片外，院子里还有另外一
辆汽车受损，但房屋等都没有受损。如果
真如美国人所说汽车里有大量爆炸物，怎
么可能是这样？”

“美军以打击‘伊斯兰国’为由，用无人
机炸死包括孩子在内的 10人，犯下了惨无
人道的罪行。我要求正义，希望热爱和平的
国家和相关国际机构能帮我们伸张正义，
能审判杀死我亲人的罪犯。”哈米迪说。

阿卜杜勒·哈利姆 （参与记者：史先
涛） （据新华社喀布尔9月4日电）

新华社卢布尔雅那 9
月 3 日电 （记者彭立军）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博雷利 3 日说，欧盟
成员国外交部长就与阿富
汗塔利班进行接触设置五
项条件。

作为斯洛文尼亚担任
欧盟轮值主席国议程之
一，为期两天的欧盟成员
国外交部长非正式会议当
天在当地闭幕。

博雷利在会后记者会
上表示，欧盟与塔利班的
接触将取决于五项条件，
即塔利班承诺阿富汗不会

成为向其他国家输出恐怖
主义的基地；尊重人权特
别是妇女权利、法治和媒
体自由；通过谈判建立一
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
过渡政府；人道主义援助
的自由进入；塔利班遵守
承诺，允许外国公民和阿
富汗人离境。

博雷利同时解释说，
由于会议是非正式性的，
五项条件并不是欧盟的正
式决定。

8月15日，阿富汗塔利
班进入并控制喀布尔，宣布

“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

欧盟外长会
为与塔利班接触设五项条件

新华社华盛顿9月3日电 美国总统拜登3日签署行政
令，指示司法部等机构公开联邦调查局针对2001年“9·11”
恐怖袭击事件的调查文件。

拜登当天发表声明说，在“9·11”事件 20 周年来临之
际，他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司法部和其他相关机构就
公开有关联邦调查局“9·11”事件调查文件进行审核。司
法部长须在未来6个月内向公众公开相关文件。

拜登下令司法部等机构
公开“9·11”事件调查文件

白鹤滩水电站1号泄洪洞进行试验性泄洪（9月2日摄）。
据三峡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部消息，白鹤滩水电站泄

洪洞工程日前启动试验性泄洪，为后续工程安全度汛奠定
了基础。 新华社发（谢 雷摄）

白鹤滩水电站泄洪洞工程启动试验性泄洪

两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恐怖分子
——阿富汗平民对美国滥杀无辜的血泪控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