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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车在国际赛道跑出“加速度”
■ 新华社记者

比亚迪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公司新能源汽车销售量超64
万辆。 这意味着比亚迪超越特斯拉，成为
全球销量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 多国
业界人士指出， 比亚迪的亮眼表现凸显
出中国车企精进技术的持续努力， 也是
中国企业在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竞争优
势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一个缩影。

业绩亮点显实力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比亚迪累计

销量为 64.1 万辆，再创历史新高。
“业绩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花旗

银行集团汽车分析师杰夫·钟在谈到比
亚迪的销售表现时说。花旗分析人士表
示，比亚迪的供应链是“垂直整合的”，
这意味着它可以生产更多零部件，比竞
争对手更少依赖外部供应商，不易受供
应链中断影响。

德国贝吉施－格拉德巴赫应用科学
大学独立研究机构 “汽车管理中心”创
始人斯特凡·布拉策尔说， 比亚迪的成
绩并不令人意外。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的蓬勃发展， 源自其对创新的重

视。 比亚迪长期深耕新能源领域，是全
球电动汽车领域强有力的竞争者，在电
池和电芯领域优势明显。

长城汽车巴西公司对外及政府关系
总监佩德罗·本当古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 面对国际市场上的欧美日
传统车企，比亚迪、长城等中国车企凭借
优秀设计和过硬质量稳扎稳打， 在技术
水平和产品完成度等方面积累起优势，
中国汽车因此获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

海外布局促共赢
近年来， 中国车企凭借自身实力，

稳步拓展海外市场。 从欧洲到中东、拉
美，中国新能源汽车在越来越多国家脱
颖而出，不仅促进当地节能减排，也为
汽车行业交流互鉴提供契机。

比亚迪 2012 年在英国设立分公司
后，以公共交通为切入口，把电动大巴
方面的经验引入一向重视减排的英国。
比亚迪与英国巴士制造商亚历山大·丹
尼斯合作，为英国及其他海外市场带来
创新产品。亚历山大·丹尼斯总裁保罗·
戴维斯说，2016 年以来，公司和比亚迪
为英国市场合作生产超过 1000 辆巴
士；到今年底，有望突破 1500 辆。

在以色列，中国电动汽车为新能源
汽车的推广提供助力。吉利汽车的几何
C 型电动汽车在以色列上市后，迅速赢
得当地消费者青睐。 2022 年上半年，该
车型在以色列纯电动汽车市场占有率
高达 22%，被当地汽车杂志评为“年度
最佳购买车型”。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目前运行的电
动公交车主要来自中国比亚迪、宇通和
福田公司。智利塔尔卡大学工程系学者
克里斯蒂安·加西亚说， 来自中国的电
动巴士帮助智利推动减排、建设更清洁
城市，并改善了乘坐者体验。

哥伦比亚波哥大市长克劳迪娅·洛
佩斯说，中国电动客车为建设清洁、可持
续发展的波哥大及当地交通现代化作出
了重要贡献。到 2022 年底，将有 1480 辆
比亚迪电动客车在波哥大投入运营，这
意味着每年将减少排放 94300 吨二氧化
碳，相当于 42000 辆私家车的年排放量。

优势积累赢机遇
不少行业人士认为，中国新能源汽

车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竞争优势日益明
显。 在新能源汽车这一条崭新的赛道
上，中国企业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期。

长安汽车欧洲公司设计总监安德
列亚斯·扎帕蒂纳斯日前对新华社记者
表示，近年来，中国车企在设计、电池性
能等方面有长足进步，自动驾驶等新技
术得到越来越多应用，新车型研发和推
出速率也迅猛提升，尤其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可以说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雷诺-日产-三菱汽车联盟的采购
组织及电动车平台负责人、雷诺董事詹
卢卡·菲基说， 整个汽车行业正在经历
电气化、物联化、移动化的剧烈变革，中
国同行在几乎所有这些领域的上下游
价值链都拥有领先技术。 “汽车制造商
如果想继续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必须
与中国企业一道寻找解决方案。 ”他说。

德国杜伊斯堡汽车研究中心主任
费迪南德·杜登赫费尔说， 中国汽车制
造商在全球汽车市场上越来越强，并将
带来电动汽车和汽车软件的重要创新。

德国宝马集团首席财务官、负责中
国事务的董事尼古拉斯·彼得日前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后数年内，中
国都将是全球最大新能源车市场， 也是
宝马面向电动化、 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
转型过程中的最佳选择与最优伙伴。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

外交部表示

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
是制造出来的“话语陷阱”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记者 朱
超）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4 日就非洲债
务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所谓“中国
债务陷阱论” 只是那些不希望看到中国
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合作加快发展的势
力制造出来的“话语陷阱”。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近
日，英国慈善机构“债务正义”发布报告，
引用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
构数据， 认为非洲国家借自西方私人金
融机构的债务是借自中国债务的 3 倍，
利率是中国的 2 倍， 呼吁西方国家敦促
私人金融机构参与二十国集团缓债倡
议。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
49 个有数据可查的非洲国家共计 6960
亿美元外债中，借自多边金融机构和私
人金融机构（不含中国，下同）的合计占
到约四分之三。 “债务正义”对 24 个债

务负担最高的非洲国家的调查显示，这
些国家未来 7 年向私人金融机构和多
边金融机构的债务偿付中位数分别为
32%和 35%。 西方私人金融机构的贷款
平均利率几乎是中国金融机构贷款利
率的 2 倍。

“事实证明，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
只是那些不希望看到中国同非洲等发展
中国家合作加快发展的势力制造出来的
‘话语陷阱’。”汪文斌表示，正如“债务正
义” 相关负责人指出的那样，“西方将非
洲债务危机归咎于中国， 这是在转移注
意力。 事实上，他们自己的银行、资产管
理公司和石油交易商的责任要大得多。”

“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及其私人金融
机构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在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缓解债务负担方面
采取更有力行动， 助力世界经济实现包
容、可持续发展。 ”汪文斌说。

7 月 13 日，顾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家超市选购食品。 美国劳工部 13 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 6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 1.3%，同比增长 9.1%，远
高于市场预期。 同比涨幅为 1981 年 11 月以来最大值。 新华社发（沈霆 摄）

美国 6 月 CPI 涨幅创近 41 年新高

朝鲜承认顿涅茨克
和卢甘斯克独立

乌克兰宣布断绝与
朝鲜外交关系

新华社平壤 7 月 14 日电 据朝
中社 14 日报道， 朝鲜外务相崔善姬
13 日宣布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
独立。

乌克兰外交部发表声明， 谴责朝
鲜这一决定。声明说，朝鲜这一决定是
试图破坏乌主权和领土完整， 作为对
这一不友好行为的回应， 乌克兰断绝
与朝鲜的外交关系。

伊朗关注拜登中东行 警告将回应敌对举动
■ 高文成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7 月 13 日开
启其上任以来首次中东之行， 首站访问
以色列， 随后将访问巴勒斯坦和沙特阿
拉伯。伊朗方面密切关注拜登首访中东，
警告此访或给中东地区安全稳定带来威
胁，伊朗将在利益受到损害情况下“果断
回应”。

拜登 13 日抵达以色列。 他在以方欢
迎仪式上强调，将力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
的融合，并确保全力阻止伊朗核计划。 以
色列总理亚伊尔·拉皮德说， 两国领导人

将讨论国家安全问题，包括“建立强大的
全球联盟以阻止伊朗核计划的必要性”。

同日，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在内
阁会议上强调，伊朗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如果利益受到损害，将“果断回应”。 他
说， 美国政府一再强调他们对伊朗施加
空前压力，但是，伊朗绝不会从“正当且
合乎逻辑的立场”退缩。美方必须认清现
实，并从过往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重
复对伊朗极限施压的“失败经历”。

拜登行前在美国媒体发文， 宣称他
上任以来中东地区 “更加稳定和安全”，
他将以这次访问延续 “那些有希望的趋

势”。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卡
纳尼 1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批驳。

卡纳尼说， 美国政客应该知道对中
东地区采取“暴力政策”会有反应，尊重
别国主权和独立才是他们为这一地区带
来和平可以采取的最佳方式。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刊发评论
《拜登中东之旅： 化解危机还是制造危
机》指出，拜登政府正在同时推进两个项
目：在欧洲制造“俄罗斯恐惧症”，在中东
制造“伊朗恐惧症”。 其反俄政策已在欧
洲“挑起战争”，如今将在中东“制造另一
场危机”。 （据新华社专特稿）

·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