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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21
日确认袁该国自主研制的野世界冶号运
载火箭将于当地时间 21 日 17 时在位
于全罗南道高兴郡的罗老宇宙中心进
行首次发射遥 据了解袁韩国野世界冶号运
载火箭从立项至今已将近 12 年时间袁
是该国野最具挑战性冶的国家研发项目
之一遥 野世界冶号三级火箭全长 47.2 米袁
重 200 吨遥 李大杰

绎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
20 日援引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袁叙
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一起针对大巴
的爆炸袁伤亡情况尚不清楚遥 王西洛

绎哥伦比亚军方当地时间 19 日

晚发表声明称袁 当天傍晚在哥东部
瓜伊尼亚省一辆军车发生爆炸袁造
成 11 名士兵受伤袁 其中 5 人伤势严
重遥 军方表示袁目前仍在对爆炸的真
正原因进行调查袁 尚无法最终确定
是盘踞在该地区的非法武装发动的
袭击遥 高雪

绎据俄罗斯卫星网 19 日消息袁克
里姆林宫表示袁受疫情影响袁俄总统普
京决定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参加 G20 峰
会遥 丁洁芸

绎10 月 18 日袁 当地媒体报道袁巴
基斯坦西南部城市奎达发生爆炸袁详
细情况有待进一步发布遥 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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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丰硕袁
归根结底得益于走出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的长期探索和实践遥冶近日袁巴
拿马民主革命党国际关系书记埃克
托尔窑阿莱曼表示袁 中国共产党建党
百年来袁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辉煌成
就遥

2017 年 6 月袁 中国和巴拿马正
式建立外交关系遥 2019 年袁阿莱曼率
领民主革命党代表团访华袁同中国共
产党签署两党交流合作协议遥中国的
现代化发展给阿莱曼留下深刻印象院
城市整洁袁道路宽阔袁手机支付随处
可用袁城际高速路畅通便捷噎噎阿莱
曼感慨袁发达的基础设施反映了中国
快速发展的脚步袁促进了中国人民生

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遥
在上海袁 阿莱曼参观了中共一

大会址袁 感受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
使命曰 在与巴拿马运河第三大用
户要要要中远海运集团交流时袁 阿莱
曼和多年的合作伙伴深入探讨合
作袁表示对巴中关系未来充满信心曰
在榕城福州袁 阿莱曼体验了当地茉
莉花茶制作袁 感受中国传统茶艺的
深厚文化底蕴遥

野在中国袁你时时刻刻能感受到
耶发展爷的含义遥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
于西方遥 认识并理解中国袁学习中国
是如何找对路子尧发展壮大的袁这个
过程鼓舞人心遥冶阿莱曼说袁他非常希
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如何
把社会各界民众团结在一起袁同心协

力建设国家遥 访闽期间袁他特意到福
建省委党校参观学习袁聆听关于中国
共产党党史的介绍袁了解中国共产党
如何培养高素质干部队伍遥

在中国的行程中袁与一名中共党
员干部的交谈给阿莱曼留下深刻印
象遥 野这位老党员向我们讲述中国近
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时袁 神采飞扬尧充
满激情遥 从他身上袁我真切感受到中
国共产党党员的忠诚尧 责任和荣誉
感遥 冶

回到巴拿马后袁阿莱曼结合在中
国的见闻袁仔细研读叶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曳遥野在我看来袁近半个世纪以来袁
中国是世界上中长期发展和规划最
成功的国家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组织下袁一个又一个发展目标得以实
现遥习近平总书记在书中阐述了中国
的发展历程袁也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
向袁为中国的发展擘画了具有可操作
性的蓝图遥 冶

阿莱曼认为袁 中国共产党强大
的领导力和组织力是 野中国不断取
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冶遥 野疫情突如其
来袁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袁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袁 全中国人民齐
心协力尧迎难而上袁方能取得如此巨
大成就遥 冶

中国和巴拿马有关方面多次进
行视频连线袁分享抗疫经验遥不久前袁
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与巴拿马民主
革命党共同举办野百年华诞要要要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治国经验冶线上
研讨会袁阿莱曼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
成立百年来的发展历程遥 野疫情不能
阻挡两党交流袁守望相助更显兄弟情
谊遥 冶阿莱曼说院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
理政经验袁特别是脱贫攻坚经验值得
巴方学习借鉴遥希望巴中继续加强治
国理政经验交流袁推动两国各领域合
作顺利开展袁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
祉遥 冶

阿莱曼表示袁人类社会发展的重
要规则之一就是要尊重多样性袁经济
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方向遥 野中
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袁是世界多
极化尧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塑
造者遥拉美地区抗疫得到了中国的全
力支持袁中国以实际行动促进疫苗公
平分配遥 世界各国应该齐心协力袁寻
找全新的尧尊重彼此差异的和睦相处
方式遥 冶 颜 欢

中国国家统计局 10 月
18 日公布经济数据显示袁
前三季度袁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 9.8%袁 两年平
均增长 5.2%遥 其中袁三季度
同比增长 4.9%袁 两年平均
增长 4.9%遥 多家外国媒体
认为袁中国经济恢复态势持
续不变袁中国经济展现出韧
性和活力遥

美国 叶华尔街日报曳报
道说袁中国是去年全球唯一
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
济体遥 野多数经济学家预计
今年中国经济将有更高增
长袁但中国制定了一个相对
温和的全年 GDP 目标袁即
增长 6%以上遥 冶报道说袁在
18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袁中
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表示袁前三季度袁国民经济
总体保持恢复态势袁结构调
整稳步推进袁推动高质量发
展取得新进展遥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的报道认为袁中国
经济虽遭遇一系列挑战袁但
仍有望实现 6%以上的年度
经济增长目标遥

美国叶纽约时报曳认为袁
中国经济增长有两大助力遥
一是零售额的增长袁二是强
劲的出口遥 文章表示袁中国
出口在第三季度保持强劲
增长袁9 月出口同比增长
28.1%遥 事实上袁 自去年以
来袁中国一直保持强劲的出口势头遥 野那些
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不可持续的经济学
家们耶判断错误爷遥 冶

路透社报道说袁行之有效的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完整的产业体系袁 对中国出口贸易
形成强劲支撑遥 报道援引中国经济学家的
话说袁 中国完成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难度
不大袁 政府的定力和推进结构调整的决心
远超市场预期遥

英国叶金融时报曳报道说袁中国成功控
制住新冠肺炎疫情袁在基建尧制造业等行业
的发展带动下袁 去年中国经济表现远远好
于预期遥 尽管存在一些挑战袁但中国经济仍
具有较强的韧性遥

叶金融时报曳网站发表东方汇理资产管
理集团首席投资官帕斯卡尔窑布朗克的文
章说袁 全球约 30%的中央银行都准备在未
来几年里增加人民币配置遥 中国资产应在
全球投资组合中占据关键和独立位置遥 在
可预见的未来袁 中国资产可能成为收益的
绿洲袁中国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仍未改变遥

德新社报道说袁有人曾经认为袁不少国
家对野中国制造冶的强劲需求可能会有所下
降袁但事实不是这样遥

彭博社报道称袁今年前 9 个月袁国际市
场对中国产品需求保持旺盛袁 很多买家在
传统的年底购物季前又增加了订单数遥

法新社说袁 消费和服务正在日益驱动
中国经济增长遥

新加坡叶联合早报曳报道说袁中国正在
持续开放金融市场以吸引更多外国投资遥

俄罗斯 REGNUM 新闻社引用俄总统
国民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专家罗曼窑法因
施密特的分析说袁中国国内需求不断增长袁
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广受欢迎袁 这能够继
续促进中国经济增长遥 共建野一带一路冶框
架下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袁 对沿线国家和
地区经济发展也具有积极推动作用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评论员列昂尼德窑
科瓦契奇发表评论指出袁 中国全面实施外
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袁
外商对投资中国的兴趣只会增加遥 根据波
士顿咨询公司数据袁截至 2020 年底袁中国
资产管理市场规模相较 2019 年增长近
10%遥 如果考虑到未来 10 年中国市场规模
有望进一步扩大袁对投行来说袁进入中国是
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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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