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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
习近平 14 日晚在北京同欧盟轮值
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
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
德 莱 恩 以 视 频方式共同 举 行 会
晤。欧洲多国人士认为，在新冠疫
情加速世界格局演进，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抬头的当下，
此次会晤有助于中欧双方凝聚团
结合作共识，坚持多边主义，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关系迈
向更高水平。

法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新
团结》报主编克里斯蒂娜·比埃认
为，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提出的

“四个坚持”客观理性，为欧中关
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释放出积极
信号。作为世界两大力量，欧中双
方围绕继续深化合作提出一系列
具体安排，充分表明多边合作才是
时代发展潮流。

意大利《世界中国》杂志社社
长胡兰波认为，这次会晤在多边主
义遭到破坏之际举行尤显重要。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坚持”，表
明中国对发展中欧关系的立场，顺
应民心、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靠
文明力量、坚持团结合作、求同存
异、增进互信，必定有助于国际社
会早日战胜疫情，进入经济恢复和
发展的新阶段。

希腊欧洲研究国际中心欧洲-
中国项目负责人乔治·措戈普洛斯
认为，这次会晤最重要的成果就
是，欧中双方向国际社会宣示了团
结合作、维护多边主义的坚定决心
和行动力。习近平主席“四个坚
持”的主张得到欧洲各方的广泛认
同。欧中双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
战，将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恢复
经济、维护正义注入重要动力。

克罗地亚《七日》周刊及《日
报》网站总编辑马克·齐戈伊说，
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中欧关系的

主张令人鼓舞。今天，人类社会面
临共同严峻挑战，欧洲只有与中国
建立良好关系，包括加强政治互信
以及深化经济、生态、科技等领域
合作，才能实现发展。在最困难的
时候，中国与欧洲的团结彰显力
量。

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德中议员
小组副主席罗比·施伦德说，德国
以及欧盟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非
常重要。欧中双方应尽可能多地
沟通，尤其在全球化和多极化两方
面加强交流，基于不干涉内政原
则，围绕建立信任、增进共识进行
对话，是使双方和平共处并保持关
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保证。

葡萄牙前外交部长安东尼奥·
马丁斯·达克鲁斯认为，这是一次
非常有建设性的会晤。欧盟和中
国在政治、经济和技术层面上有着
非常牢固的关系，这次会晤达成的
共识以及双方签署的协定对于双
方继续开展积极和建设性合作具

有重要意义。
波兰前驻上海总领事塞尔韦

斯特·沙法什认为，这次会晤是欧
盟与中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最
新见证。会晤达成的共识以及双
方签署的协定将给欧亚大陆乃至
全球人民带来长期福祉。欧中双
方携手并进，将为“一带一路”倡
议和其他共同事业带来更加丰富
的成果，推动欧中关系达到更高水
平。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
胡里奥·里奥斯说，这次会晤达成
的共识以及双方签署的协定表明
欧中关系正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坚持这一方向，将展示欧中关系的
强大生命力，让正在经历艰难形势
的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看到一个充
满希望的未来，为推动经济增长以
及新的合作打下坚实稳固的基础。

匈牙利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
所前所长伊诺陶伊·安德拉什说，
这次会晤是欧中双方在国际社会

抗击新冠疫情及恢复经济的关键
时刻举行的一次重要会晤。作为
世界两大力量，双方都强调维护和
加强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这符合双
方共同利益，也必将为后疫情时代
全球经济复苏注入重要动力。

爱尔兰智库亚洲事务联合创
始人兼执行主任马丁·穆里表示，
在世界充满挑战的形势下，欧中加
强合作对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至
关重要。双方签署的《中欧地理标
志协定》体现了建立对等互惠贸易
的合作精神以及向彼此消费者提
供高品质产品的承诺。

罗马尼亚欧洲风险基金会执
行主席利维乌·穆雷尚认为，这次
会晤是对双方更为广泛的地缘政
治关系的重新定位。双方宣布签
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确认加
快投资协定谈判，承诺深化绿色经
济、气候变化、科技等领域合作，
表明双方致力于发展可持续和建
设性的关系。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推动中欧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欧洲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同德国欧盟领导人举行会晤

新华社东京 9 月 15 日电（记者 姜俏梅）日
本自民党新总裁菅义伟 15日任命干事长等自民
党四大要职，其中二阶俊博继续留任自民党干
事长。舆论认为，二阶政治经验丰富、党内外人
脉很广，继续担任干事长有利于保证菅义伟新
政权稳定。

当天下午，自民党召开临时总务会议通过了
上述人事安排。四大要职人事安排包括，二阶
俊博（二阶派）留任干事长，起用前总务大臣佐
藤勉（麻生派）担任总务会长、前选举对策委员
长下村博文（细田派）担任政务调查会长，由山
口泰明（竹 下 派）接替下村担任选举对策委员
长。此外，国会对策委员长森山裕（石原派）留
任，前总务大臣、无派阀人士野田圣子担任代理
干事长。

分析人士认为，从自民党权力中枢人事安排
来看，菅义伟在党内派阀权力分配中努力寻找
平衡。在总裁选举中给予他大力支持的 5 大派
阀各占一席之地，同时也起用了无党派人士。

菅义伟当天表示，“防止新冠疫情扩大的同时
推动社会经济活动复苏，尽快让国民恢复安心、安
全的生活是我的使命”。他希望打造一个为民服
务的新内阁，获得国民信赖，渡过这场危机。

当天下午，菅义伟与执政联盟公明党党首山
口那津男举行党首会谈，并签署建立联合政府
的协议文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8 月 28 日宣布因健康原
因辞职。14日，菅义伟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当选
新总裁，他将完成安倍剩余的自民党总裁任期至
2021年 9月底。作为最大执政党总裁，菅义伟将
在 16日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成为继安倍之
后日本第 99任首相。目前新内阁人事安排正在
紧张进行中。

当地时间 9月 14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
示，将优先采购俄罗斯或中国供应的新冠病毒
疫苗。同时，杜特尔特还向部分在供应疫苗时
要求预付款的西方制药公司开炮，称“西方国家
有一点不对，那就是（只 知 道）利润、利润、利
润”。

据路透社报道，当天深夜，杜特尔特在电视
讲话中乐观地认为，到 12 月菲律宾将“恢复正
常”，他把希望寄托在疫苗供应上。目前菲律宾
累计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达到近 26.6 万例，成
为东南亚地区病例最多的国家。

“只要俄罗斯与中国的疫苗与市场上的其他
疫苗一样好，我们就会优先考虑他们。”杜特尔
特说。他也提到，菲律宾采购的任何疫苗都必
须经过竞价程序。

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政府已与多个潜在疫
苗供应方进行了谈判，其中包括俄罗斯、中国以
及美国制药商辉瑞与莫德纳公司。

当天，杜特尔特特别提到了中国，他表示，中
国不像其他国家（或供应商）一样要求“预订费”
或预付款。“（考虑）中国的一个好处是，你不必
去乞求、不必去恳求。”他称，“西方国家有一点
不对，那就是利润、利润、利润。”

路透社称，杜特尔特当天虽然没有具体提到
那些要求预付款的制药公司，但他警告要这些
公司在马尼拉的代表回国，否则“看我不揍你”。

杜特尔特称，菲律宾的采购法禁止政府购买
不存在的或尚未生产的产品。“他们希望你资助
他们研究以及完善疫苗，”“他们希望在交付疫
苗前（我们能）预付现金，如果是这样，我们所有
人都得死。”

早在今年 7 月，杜特尔特发表国情咨文时曾
表示，希望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成功后优先
向菲方提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
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菲双方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抗疫合作已成为两国关系的新亮
点。菲律宾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我们愿在疫苗
方面优先考虑菲方需求。 （综合）

新华社洛杉矶 9 月 14 日电（记 者 黄 恒）
TikTok14 日发表声明说，该公司已将一份方案
提交给美国政府。美国甲骨文公司当天表示已
与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成为其

“可信技术提供商”，但该协议仍需美国政府批
准。

TikTok 在声明中说：“可以确认，已向美国
财政部递交了一份方案，相信这一方案可以解
决美国政府的安全顾虑，这一方案能帮助 Tik-
Tok 继续支持在美国拥有一亿用户的平台的运
行，用户喜欢在这一平台上建立联系和娱乐，与
此同时，还有数十万小企业和创作者依靠 Tik-
Tok谋生并拓展有意义的事业。”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14 日早些时候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财政部已接到这一方案，甲骨文公
司作为 TikTok 可信的技术伙伴，代表美方解决
国家安全问题。

目前各方尚未披露方案细节。但据记者了
解，方案若获批准，甲骨文公司将为 TikTok 提
供云服务，此举不涉及 TikTok 的出售，也不涉
及TikTok的核心技术转让。

8月 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称将
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与TikTok及
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当月14日，特
朗普再签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在 90 天内剥离
TikTok在美国运营的所有权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此回应说，美方应停
止无理打压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别国企业，中方
同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
的权利。

TikTok说
已向美国政府提交解决方案

日本自民党
高层人事安排出炉

新华社青岛 9月 15 日电（记者 胡喆
萧海川）9月15日，我国在黄海海域用长征
十一号海射运载火箭，采取“一箭九星”方
式将“吉林一号”高分 03-1 组卫星送入预
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记者从长十一火箭研制单位——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了解到，此次
任务是长十一火箭连续10次高精度入轨、
零窗口准时发射，是长十一火箭执行的第
二次海上发射任务，也是第一次海上商业
化应用发射。

“此次发射任务进一步优化了海上发
射技术流程，提升了海上发射技术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为未来实现海上发射常态化、
高频次奠定了基础。”长十一火箭副总指挥
金鑫说。

此次发射任务与上一次海上发射有何
不同？长十一火箭总设计师彭昆雅说，执
行此次任务的火箭是直接在东方航天港完
成火箭总装测试和星箭对接后，用船从港
口运输至黄海预定海域实施发射，减少了
分解和总装次数以及长距离铁路运输环
节，首次实现火箭总装测试发射一体化，提
升了发射效率。

“一箭多星”是长十一火箭的独门秘
技，在每次发射中都使用到了这项技能。
自2015年长十一火箭首飞以来，已成功将
51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小卫星发射需求，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推出了“太空班车”“太
空专车”和“太空顺风车”等多样化快捷的
服务。

此次任务中，火箭研制队伍为满足用
户一次发射九颗卫星实现轨道面部署的要
求，充分发挥长十一火箭最大运载能力，与
卫星厂商一体化协同设计，实现了从最多
发射7颗卫星到发射9颗卫星的转变。

此次发射的“吉林一号”高分 03-1 组
卫星由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研制，其中
包括“哔哩哔哩视频卫星”“‘央视频号’卫
星”在内的3颗视频成像模式卫星和6颗推
扫成像模式卫星，主要用于获取高分辨率
可见光推扫影像和视频影像，将为我国国
土资源普查、城市规划、灾害监测等提供遥
感服务。

同时，“哔哩哔哩视频卫星”还将用于
互联网科普传播。哔哩哔哩副董事长兼
COO李旎表示，“哔哩哔哩视频卫星”就像
从太空看世界的“眼睛”，会在距地面 535
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俯视地球、观测天
体。B站希望通过这颗卫星鼓励年轻一代
保持好奇，不断探索。卫星所获的海量遥
感视频、图片数据将被制作成科普视频，定
期在B站更新。

长十一火箭还是我国唯一一款陆海通
用发射的固体运载火箭，可以使用三种发
射模式执行任务，充分体现了火箭灵活机
动的优势。

“长十一火箭具备小时级发射、适应复
杂发射环境、基于民用船舶实现海上发射
等特点，截至目前火箭已在西昌、酒泉、海
上进行过发射，具备很强的适应性。”长十
一火箭总指挥李同玉介绍。

据了解，长十一火箭研制团队正依托
海上发射方式研制更大吨位的系列固体运
载火箭，覆盖1吨至5吨的太阳同步轨道发
射能力。届时将形成陆海通用的固体运载
火箭家族，满足不同卫星用户的发射需求，
同时研制队伍正在论证多功能海上发射平
台，可以保障远海海域发射，预计在 2021
年开赴低纬度地区实施低倾角海上发射。

长征十一号海射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实现我国首次海上商业化应用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称
优先采购中俄疫苗

99 月月 1515 日日 99 时时 2323 分分，，我国在黄海海域我国在黄海海域
用长征十一号海射运载火箭用长征十一号海射运载火箭，，采取采取““一箭一箭
九星九星””方式将方式将““吉林一号吉林一号””高分高分 0303--11 组卫星组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才扬才扬 摄摄

中国航天具备
稳定高效海上发射能力

新华社青岛 9月 15 日电（李国利 路俊）我国
15 日上午在黄海海域成功发射“吉林一号”高分
03-1组卫星。这是我国第二次成功实施海上发射
任务，标志着中国航天已经具备稳定高效的海上发
射能力。

当日的黄海海域，天高云淡、碧波千里，长征十
一号海射运载火箭立于海天之间，直指苍穹。9时
23分，伴随着一声轰鸣，箭体缓缓升起，12分钟后，
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海上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

这次发射任务由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具体组织
实施。中心主任李宗利介绍说，此次海上发射是利
用我国充足的大型船舶、海上平台、港口资源和固
体火箭成熟技术，构建海上发射系统的有效尝试，
将为中国航天提供更多发射区域、更高高射效能、
更强安全性和灵活性。

为圆满完成这次海上发射任务，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在组织模式上大力创新，将模块化理论用于组
织形态建设，将测试、发射、测控等系统科学划分

模块，链入数字化指挥系统，并依托数字化指挥系统，针对
任务需求进行模块组合，实现由大而全的系统保障向小而
精的模块化保障过渡，大大简化了组织模式、减少了中间环
节。

一体化指挥决策系统首次在海上发射运用，是这次任
务的一大亮点。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研发的这套指挥系统不
仅核心硬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和应用软件实现自
主可控，而且根据指挥需求量身打造了智能化辅助决策、自
动化指挥测试发射、可视化信息显示、集成化运维管理、人
性化辅助操作等功能，实现了核心部件国产化与设备性能
提升的“双丰收”。

这次海上发射任务中，在测控系统上实现了以陆地和
远洋测控系统为主向以天基测控为主的转变。据介绍，与
传统陆基和远洋测控系统相比，天基测控系统无需大量建
设各种基站，具有覆盖广、实时性好、效率高等显著特点，使
测控系统所需人员大幅降低。

“不足百人就完成这次海上发射任务，标志着我国航天
发射效率取得新突破，这正是得益于组织模式的不断创新
和天基测控系统的运用。”海上发射任务指挥长杨晓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