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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10 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乌干达总统穆塞
韦尼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乌传统友谊历久弥
坚。近年来，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政治互信日益巩固，各领域合作持续

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密切配合。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两
国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谱写了中乌
友好新篇章。我高度重视中乌关系发
展，愿同穆塞韦尼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

建交 60周年为契机，在共建“一带一路”
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深化各领域合
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携手构建新时
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穆塞韦尼表示，建交 60 年来，乌
中双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实施

了许多重大合作，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始终充满活力。乌方将继续致力于推
进乌中关系发展。我相信，两国友好
合作关系必将持续深化，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合作
作出贡献。

习近平同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
就中乌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
孙楠）今年是中国派出首支成建制

“蓝盔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30
周年。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8 日
说，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初心和使命。中国将继续践行真正
的多边主义，为破解全球和平赤字，
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近日，中国第八批赴南苏丹
（朱巴）维和步兵营 700名官兵和第
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 86
名官兵荣获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汪文斌说，中国第八批赴南苏丹
（朱巴）维和步兵营和第二批赴阿卜
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分别于去年 12
月和 11月部署到任务区，他们完成
了超过400次各项任务，得到当地人
民的高度赞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中
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担当。这一
枚枚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是国际
社会对光荣勇敢、高效履职的中国维
和官兵的充分肯定。

汪文斌说，今年是中国派出首支
成建制“蓝盔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
动30周年。30年来，中国共派出维
和人员5万余人次，赴20多个国家和
地区参加近 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国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
国，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

汪文斌表示，在世界和平安宁最
需要维护的地方，出现了越来越多中
国维和官兵的身影。在饱受战火摧
残的人们渴望安全和稳定时，中国维
和官兵为他们送去了希望和温暖。
正如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
长拉克鲁瓦所说的，“中国在联合国
维和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维护
世界和平上体现了大国担当”。

“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将继续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实际行动做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破解全球和平
赤字，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智慧
和力量。”汪文斌说。

外交部：

中国将继续为破解全球和平赤字
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关注·乌克兰局势

新华社成都10月18日电
（记者 胡璐 余里）18日下午，载
着大熊猫“四海”“京京”的车
队缓缓驶出位于四川的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基
地，这两只大熊猫将乘坐专机
前往卡塔尔。此次中卡开展
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也是我
国与中东地区开展的首例大
熊猫合作。

据了解，“四海”是一只雌
性大熊猫，2019年 7月 26日出
生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卧龙神树坪基地；“京京”是一
只雄性大熊猫，2018年 9月 19
日出生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
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后生活
在雅安基地。

为保证两只大熊猫顺利
开启新生活，中卡双方均做了
充分准备。一个多月前，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对这两
只大熊猫实行了隔离检疫和
体检，目前两只大熊猫健康状
况良好。中方还多次派专家
团赴卡塔尔对场馆进行现场

指导和实地评估，协助卡方组
建了专业的大熊猫饲养管理
团队，并完成大熊猫主食竹供
应保障。

为陪伴和帮助大熊猫适
应新环境，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派出了经验丰富的饲
养师和兽医专家随机前往。

据悉，为进一步促进大熊
猫保护研究国际合作，推动中卡
两国濒危物种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2020年 5月，中卡双方签订
了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协议。

新华社哥本哈根10月18日电
（记者 林晶）丹麦哥本哈根警察局
18日发表声明说，对位于丹麦附近
海域的“北溪－1”和“北溪－2”管道
泄漏点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管道
泄漏事故为强烈爆炸所致。

这一调查是在丹麦国防部和国
防情报局的协助下完成的。声明
说，丹麦国防情报局和哥本哈根警
察局将成立联合调查组，联合调查
组将与国内外有关部门密切合作。
现在讨论与瑞典和德国等进行国际
合作的调查框架为时尚早。目前也

很难说调查何时完成。
9月底，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向

德国输送天然气的“北溪－1”和“北
溪－2”管道位于瑞典和丹麦附近海
域的部分出现四处泄漏点。瑞典测
量站 9月 26日曾在管道发生泄漏海
域探测到两次强烈的水下爆炸。各
方普遍认为这一事件系“蓄意破坏”。

“北溪－1”管道2011年建成，东
起俄罗斯维堡，经由波罗的海海底通
往德国。“北溪－2”管道去年建成，与

“北溪－1”基本平行，尚未投入使用，
但仍有部分天然气封存在管道内。

俄罗斯与乌克兰17日证实，双
方已交换 200余名在押人员。这
是乌克兰危机2月升级以来双方规
模最大的交换在押人员行动之一。

俄国防部 17日说，作为谈判
结果，110 名俄罗斯公民当天获
释，包括2月以来遭乌克兰扣押的
72名民用船只船员。作为交换，
俄罗斯释放108名乌克兰女兵。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
里·叶尔马克同一天在社交媒体
证实：“我们今天又一次开展了大
规模在押人员交换……共有 108
名（乌）女性获释。”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
连斯基当天说，获释的 108 名乌
克兰人中，96人为军人，12人为
平民。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莫斯科10月17日电
（记者 华迪）据塔斯社 17 日报
道，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当天在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西北
部的叶伊斯克市坠毁，造成3人死
亡、19人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

塔斯社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
道说，这架苏－34战机从俄南部
军区军用机场起飞执行训练任
务，随后坠毁在叶伊斯克市一处

居民区，两名机组人员成功跳伞
逃生。机组人员曾向地面报告，
飞机起飞时一台发动机起火。

报道说，飞机坠毁后起火燃
烧，火势蔓延至附近一栋九层居民
楼。初步统计显示，事故造成 17
户住宅受损，过火面积达2000平
方米。目前火势已被控制。

俄罗斯有关部门已对事故原
因展开调查。

大熊猫“四海”“京京”启程前往卡塔尔
中卡开展保护研究合作

丹麦初步调查显示

“北溪”管道泄漏事故
为强烈爆炸所致

俄乌交换200余名在押人员

俄罗斯一架苏－34战机坠毁

2022 年巴黎国际车展 17 日
迎来对媒体开放的第一天。新能
源汽车成为本届车展绝对主角，参
展的中国电动车尤其引人瞩目。

本届车展旨在展示汽车行业
正在经历的革命性创新。从电动
化、混合动力、氢燃料到未来设
计、车载技术、智能出行，汽车产
销服务及新能源相关领域近百家
企业到场展示最新产品。

雷诺、标致、吉普、DS等品牌旗
下多款纯电动车或混合动力车亮
相，多个专门品牌展示了十几款设
计新颖的纯电动微型车。据主办方
介绍，凭借电池动力加上时尚设计，
这类超轻便的环保车型已经成为
欧洲城市出行及专业物流的新宠。

中国车企比亚迪携唐、汉、元
PLUS 三款电动车型亮相。比亚
迪还与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壳牌共
同宣布，将提供更优质充电体验，
包括向比亚迪车主开放欧洲约30

万个壳牌充电桩使用权。
比亚迪国际合作事业部兼欧

洲汽车销售事业部总经理舒酉星
说：“比亚迪愿与当地合作伙伴一
起，为欧洲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新
能源产品与服务。”

长城汽车携旗下魏牌摩卡
PHEV（Coffee 01）、拿铁 PHEV
（Coffee 02）、欧拉好猫等新能源
产 品 登 陆 车 展 。 其 中 ，摩 卡
PHEV（Coffee 01）欧洲售价与当
地在售豪华车型相当，约合人民
币39万元起。

长城汽车欧洲区域总裁孟祥
军说：“欧洲是长城汽车最重要的
海外市场之一。到 2025年，长城
汽车将推出 50多款新能源产品，
全力支持可再生能源使用。”

东风旗下品牌塞力斯展示了
SUV Seres 3 和 SF5 两款车型。
塞力斯宣布，计划今年底前在法
国设立70家销售点，希望在2023

年售出1500辆车。
中国电动车精彩亮相引起法

国媒体关注。《回声报》刊文说，大
多数中国电动车企业已有多年量
产经验，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建
立起强大的供应链。在欧洲，中
国车型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碰撞
测试”，由知名设计师设计、配备
最新技术的中国电动车正以优势
价格进入细分市场。

《世界报》指出，已经形成几
十年的全球汽车品牌梯队制度正
在动摇，中国车企获得公认的技
术专长，在巴黎车展亮相可为其
进入欧洲市场赢得知名度。为在
欧洲汽车市场站稳脚跟，中国车
企正强化自身，筑牢品牌形象，推
出有全球影响力的产品。

巴黎国际车展每两年举办一
届。今年展会为期一周，主办方
预计参观人数达 30万至 40万人
次。 新华社巴黎10月18日电

中国电动车亮相巴黎车展
新华社记者 刘芳

10月18日，工人在黄茅海跨海通道智慧梁场绑
扎预制箱梁钢筋笼。当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黄茅
海跨海通道台山段预制箱梁生产突破1000片。黄茅
海跨海通道智慧梁场运用智能化技术设计，使生产区
占地面积由2.8万平方米降低到1万平方米，单片梁
生产时间由原来的8天缩减至3.2天。该梁场预制箱
梁任务共2552片，是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全线最大
的预制箱梁生产区。

黄茅海跨海通道横跨珠江口崖门入海口黄茅海
水域，连接珠海高栏和江门台山，线路全长约31公
里，预计2024年建成通车。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受台风“纳沙”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全国多地迎来大风和
降温天气。华南一些地方受台风“纳沙”影响，出现10级以上
阵风，中央气象台18日继续发布台风预警和海上大风预警；
在冷空气影响下，北方有些地区最低气温降至0℃以下。多
地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大风和低温天气影响。

气象专家表示，冷空气南下与台风“配合”带来大风天
气，通常在一次由北至南的冷空气过程中，相对而言北方风
力较大。但本轮过程中，一路南压至江南、华南的冷空气，受
到台风“纳沙”的有效“助力”，江南、华南到台湾海峡、南海北
部都将刮起明显大风。

台风“纳沙”叠加冷空气给海南带来凉意。18日上午，
海口市已出现风雨天气，路上行人大多换上长袖长裤。记
者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今年第20号台风“纳沙”已加强为
强台风级，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4级。“纳沙”将以每小
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迫近海南岛，19日自东向西擦过海南
岛南部海面。

记者从广东省气象部门了解到，受台风“纳沙”和较强
冷空气叠加影响，19日至 21日，广东西部地区将有大雨到
暴雨、局部大暴雨。18日 8时，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发
布海浪橙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

北部、中东部地区则受到冷空气影响。记者从辽宁省气
象局获悉，受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上空冷涡东移南下影响，辽宁
省迎来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全省大部地区气温下降 8℃至
12℃，多地最低气温降至0℃以下，并伴有霜冻。记者在沈阳走
访了解到，许多市民已经用上了电暖器。“今年天气比往年冷得
早，我早早买了电暖器，现在用上了。”沈阳市民李女士说。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18日，内蒙古大
部地区最高气温处于 11℃及以下，其中呼伦贝尔市局地最
高气温不足5℃。

记者从江苏省宿迁市气象部门获悉，一股较强冷空气
自北向南影响宿迁，18日至 19日该市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
将下降7℃至8℃，到5℃以下。记者在南京街头看到，一些
市民穿上了薄羽绒服。

多地积极应对降温和大风天气，海南加快组织船回港、
人上岸、固堤防；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提醒各地积极采取应对
措施，适时组织农业抢收抢晒抢运，最大限度减轻低温天气影
响；为应对寒潮天气及大幅降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供热企业提前点火起炉，开启供热模式，各供热企业全天
候有人值守，供热服务人员24小时值班，随时解答处理市民
供热问题。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多地积极应对
大风和降温天气

10月18日，工人在海南省东方市的火龙果种植
基地采收火龙果。近日，海南省东方市火龙果种植基
地进入采收期，田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近年来，东方市因地制宜，按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的发展思路打造火龙果种植基地，火龙果产业已
成为当地农业主导产业。 新华社发

大熊猫“京京”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基地吃竹子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 摄

海南东方火龙果丰收

黄茅海跨海通道台山段
预制箱梁过千片

肯尼亚首个中非农
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18
日在肯尼亚纳库鲁郡马
坦吉提萨村挂牌。这也
是“‘一带一路’南南合
作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
盟”在非洲建设的首批
示范村之一。

新华社发

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
示范村在肯尼亚挂牌示范村在肯尼亚挂牌

智利一个鲸保护项目日前将一个智能浮标投放在鲸经常出没的一片海
域，希望借助高技术手段防止鲸与船相撞。智能浮标内装感应器，能实时监测
水中声源，识别海洋哺乳动物的种类及位置，并将探测结果发送给智利海军，
智利海军继而向航行在鲸附近的船舶发送提醒信号。

这张10月13日拍摄的照片显示，一艘船驶过智利科尔科瓦多湾的智能
浮标。 新华社/路透

防止船鲸相撞防止船鲸相撞
智利投放智能浮标智利投放智能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