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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表示

中国脱贫成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记者 孙楠）外

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 日表示，中国的脱贫成
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从理论和实践上
为促进国际减贫事业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方愿同各国一道，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
贫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汪文斌说，我们
注意到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对中国脱贫
攻坚战成就的积极评价。我也注意到联合国
驻华协调员常启德等国际组织负责人表示，
中国的脱贫攻坚成果为世界带来重要启示，
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现的决
心和行动力是首要经验。

汪文斌说，消除绝对贫困是中国民生改
善的里程碑， 是中国人权事业的历史性成

就，也是人类进步事业的壮丽篇章。 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平均每年 1000 多万人脱贫，
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平均大约
每 3 秒钟就有 1 人跨过贫困线。 改革开放以
来 ，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 ，中国 7.7 亿农
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
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

70%以上。 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
几亿人脱贫，是人间奇迹。

汪文斌说，消除绝对贫困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以人民为中心 ，把实现好 、维护好 、发
展好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出发
点和落脚点的执政理念， 展现了中国社会
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全国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 财力用于脱贫攻坚， 其中就累计选派
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300 多万名第一书记
和驻村干部，同近 200 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
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 “这其中也
包括我的外交部同事们。过去 28 年来，外交
部派驻了 38 位驻云南省麻栗坡县、 金平县
扶贫代表和 3 位驻村第一书记，为帮助当地
百姓摆脱贫困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为此深
感自豪。 ”

汪文斌表示，中方愿同各国一道，为广
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 实现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各
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推动世界人权进
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荨 2019 年 3 月 15 日，在柬埔寨磅湛省医院，即将接受白内障手术的患者孙美乐接受女
儿的亲吻祝福。 孙美乐是柬埔寨一名贫困的单身母亲，左眼患上白内障几近失明。 在接受
了中国医疗队的白内障义诊手术后，她的视力逐步恢复，生活有了新的光明和希望。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 这是 2019 年 4 月 7 日无人机拍摄的莫桑比克万宝莫桑农业园的水稻田。 万宝莫桑农
业园是中国在非洲最大规模水稻种植项目，极大地缓解了莫桑比克粮食短缺问题。

新华社记者 张宇 摄

国防部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正当合法无可争议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加大在南海军事存在制造紧张气氛

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记者 梅世雄
梅常伟） 国防部新闻局 3 月 1 日在就近期
涉军热点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 中国公务
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 正当
合法，无可争议。

有记者问：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中方
公务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活动更加频繁 ，
日方对中方增强海上活动表示担忧。 请问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国防部新闻局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这有着充分的历
史和法理依据。 中国公务船在本国领海范
围内开展执法活动 ，正当合法 ，无可争议 ，
也将继续常态化进行下去。

国防部新闻局表示 ，日本是中国的重
要邻国 。 我们希望日方着眼两国关系长
远发展大局 ，与中方相向而行 ，本着互为
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精神 ，加强互
利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

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记者 梅世雄
梅常伟） 国防部新闻局 3 月 1 日就近期涉
军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国防部新闻局表示，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 “航行自由 ”为名 ，加
大在南海军事存在，制造紧张气氛。

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法国海军近期
派遣舰艇在南海开展 “航行自由 ”任务 ，英
国海军称也将准备进入南海开展行动。 有
评论称，南海可能成为大国角力场。 请问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国防部新闻局表示 ，当前 ，南海局势
总体稳定 ， 地区国家致力于将南海打造
成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 。 中方
维 护 南 海 和 平 稳 定 的 决 心 意 志 坚 定 不
移 ，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 “航行自由 ”为
名 ， 加大在南海军事存在 ， 制造紧张气
氛 ，插手地区事务 ，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
益 。 希望有关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作出建设性贡献 ，不要无事生非 ，不要挑
动南海局势升温 。

美国政府或放弃“安全港条款”
全球数字税协议有望年中达成

近期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会就
全球数字税谈判取得进展， 多国有望年中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下达成一份有
关数字税的国际协议。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2 月 26 日在
视频会议上说， 涉及对跨国技术企业征收全
球数字税， 美国新政府将放弃上届政府所坚
持的“安全港条款”。 法国和德国财政部长继
而预期，7月有望达成有关数字税的协议。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政
府坚持在数字税协议中加入旨在保护美国
技术巨头利益的“安全港条款”。

欧洲联盟和多个国家政府指认，谷歌、
脸书、苹果、亚马逊等大型跨国技术企业在
多国从事经营、获取巨额收入，却选择在低

税率地区注册总部以求 “合法 ”避税 ，使所
在国传统产业和中小型技术企业遭受不公
平竞争，使用户所在国政府蒙受损失。 数字
税寻求根据这类企业在本国境内的实际经
营规模征税。 这类跨国技术企业多来自美
国，特朗普政府因而指责贸易伙伴 “歧视 ”
美国企业。

法国和德国政府 2 月 26 日赞赏耶伦
上述表态， 期待有关数字税的国际协议年
中达成。

德国财政部长奥拉夫·肖尔茨称美国
上述立场为重大突破， 可能为达成更广泛
协议扫除障碍。 他说，耶伦告诉 G20 财长，
美国将参与全球数字税， 这项税收将适用
于所有企业； 美国同时打算改革本国最低

企业税制， 以顺应经合组织有关建立全球
最低企业税率的倡议。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
说：“夏季达成协议可期， 尤其因为美国已
经确认放弃‘安全港’原则。 ”法国 2019 年
宣布征收 3%的数字服务税。 不过，鉴于经
合组织正在就全球数字服务税税制改革展
开更广泛谈判， 法国暂时推迟征收数字服
务税。 去年 6 月，美国财政部宣布暂时退出
数字税国际协议谈判。

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长达尼埃莱·佛
朗哥说， 美方最新立场为定于 7 月在意大
利威尼斯举行的 G20 财长会就相关税制达
成协议扫清障碍。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中国导演赵婷斩获
金球奖最佳导演奖
据新华社洛杉矶 2 月 28 日电 （记者

高山 黄恒）第 78 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
（简称金球奖）颁奖典礼 2 月 28 日以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中国导演赵婷凭借
电影《无依之地》斩获金球奖最佳导演奖，
《无依之地》 也被评为金球奖剧情类最佳
影片。

1982 年生于北京的赵婷成为金球奖
78 年历史上第一位夺取最佳导演奖的亚
洲女性， 也是继芭芭拉·史翠珊之后第二
位夺取金球奖最佳导演的女性。 《无依之
地》同时也成为金球奖历史上第一部摘取
剧情类最佳影片奖的女性导演作品。

《无依之地》 由好莱坞女星弗兰西
斯·麦克多蒙德主演，讲述小镇女性芬恩
在经济大萧条中失去工作和家庭后 ，作
为开着小货车的现代游牧民穿越美国西
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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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 2
月 28 日向全球发布 《中国减
贫学 》智库报告 ，从政治经济
学视野解读中国减贫伟大实
践、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及其
世界意义。

中国的经验，世界的智慧。
脱贫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
理的突出难题。 2020 年，新冠
疫情叠加气候灾难， 全球极端
贫困人口 20 多年来首次反弹。
在此背景下， 中国完成了消除
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以堪为世
界之最的减贫速度和减贫数
量，创造了又一个人间奇迹。

中国减贫 “密码 ”，有中国
特色，更具世界意义。 当前世
界各国都在立足实际，探索适
合本国国情的减贫道路。 中国
基于本国国情进行的大规模
减贫实践和对减贫规律的理
论探索，可以为其他国家和地
区探索自己的减贫之路提供
新的视角和有益参考。 英国皇
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著名
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说 ，中
国减贫经验有很强独特性，值
得他国借鉴。

不少研究减贫的外国学
者指出，坚强领导是中国减贫
“密码”的关键所在。 《中国减
贫学》智库报告将外国学者认
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减贫
经验概括为“5D”：坚强领导、细绘蓝图、发展导向、数字管
理和分级实施，将“坚强领导”放在首位。 中国始终坚持党
中央对脱贫攻坚的集中统一领导， 统筹谋划， 强力推进。
“只有执政党拥有强有力的执政力和出台有利于人民的
政策， 才能实现有效脱贫”， 美洲基督教民主组织主席胡
安·卡洛斯·拉托雷评论说。

精准扶贫是中国减贫“密码”的制胜法宝 。 为解决绝
对贫困 “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 ，中国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
了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 《中国减
贫学 》智库报告提出 ，中国创造性地拓展了 “益贫市场 ”
机制 。 在精准减贫领域 ，“有为政府 ”这一 “看得见的手 ”
是必不可少的 “赋能之手 ”。 中国提出 “六个精准 ”“五个
一批 ”，系统解决了扶贫中 “扶持谁 、谁来扶 、怎么扶 、如
何退 ”等问题 。 老挝领导人本扬亲自走访 “精准扶贫 ”典
型湖南省十八洞村， 探寻中国减贫经验。 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更是高度评价精准扶贫方略是 “帮助最贫困人
口、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唯一途径”。

共享发展是中国减贫“密码”的价值理念。 让贫困人口
分享发展成果，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议题。 一切为了人民、一
切依靠人民。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奋斗征程中带领人
民攻坚克难、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
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高级领
导人卡西姆·苏里率团考察江西省扶贫经验后感叹， 中国
的共享理念值得世界借鉴。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 如今的中国，正由消除绝对贫困
向乡村振兴转变。中国乐于与全球分享减贫理论和实践，愿
同世界各国一道迎接全球贫困治理全新挑战， 共建一个消
除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记者 乔继红
（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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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消除除贫贫困困
中中国国经经验验与与世世界界共共享享

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
战。 作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对全球减贫
贡献率超过 70%， 创造了世界减贫史
上的奇迹。 “中国式减贫”已成为越来
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研究样本。 中
国积极推进减贫南南合作，通过“一带
一路”倡议帮助沿线各国增加就业、改
善民生， 以实际行动为推进全球减贫
事业作出贡献。 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
告，“一带一路” 倡议将使相关国家约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 万人摆脱
中度贫困。

新华社发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
更多好物“放心购”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记者 于佳欣）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今起生
效。 首批“上榜”的中欧各 100 个地理标志即日起受到保护，这意味着中
国和欧盟的更多特色优质名品将进入彼此市场，不仅将更好保护中欧企
业权益，也会让双方消费者买得放心。

地理标志是识别产品来源于某一地区的标志，也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重要类型。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谈判于 2011 年启动，历经 8 年 22 轮正式
谈判和上百次非正式磋商，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正式签署。 这是中国对
外商签的第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地理标志协定，对深化中欧经贸合作
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系列中欧名品牌榜上有名：安吉白茶、山西老陈醋、烟台苹果、南
京盐水鸭、库尔勒香梨、法国香槟、巴伐利亚啤酒、帕尔玛火腿……中欧
双方互认地理标志超过 500 个，不仅涉及酒类、茶叶、农产品、食品，还有
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宣纸、蜀锦等地理标志，是中欧之间首次大规模互
认对方地理标志。

与此同时，我国也承诺对欧盟相关地理标志提供法律保护，这将让
欧盟地理标志持有人放心将相关产品出口至我国， 我国消费者可以吃
到、用上更多欧盟的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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