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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 本报记者      吴 琼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 本报驻斯里兰卡记者 陈润泽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

体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历史时

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关键节

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国际舆论认为，此次会

议在重要历史关头为中国发展指引了航向，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世界

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了重要启发借鉴。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深刻

揭示了过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

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

积极解读。

总结历史昭示未来

　　连日来，多国政党人士、专家学者、多国

媒体高度评价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及中国

共产党百年辉煌成就，认为《决议》总结历史、

昭示未来，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成功

的原因，也给中国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持久

动力。

　　俄罗斯《消息报》、俄新社等多家俄主流媒

体均在报道中重点提及，全会通过的《决议》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的第三份历史决议。

俄新社评论认为，《决议》涉及重要历史节点，总

结中共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阐述

了未来的政策方向。俄罗斯《消息报》认为，《决

议》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极具象征意义的

总结，并对自身发展构想加以更新。俄罗斯《莫

斯科共青团员报》评论称，《决议》明确了未来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展的方向。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的文章则评论

称，《决议》对中共党史进行了科学总结，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继续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跨入不可逆的进程之中。

　　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关注到，《决议》

全文于11月16日对外公布。作为中共十九届六

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百年大党的第三个历史

决议为外界观察中共如何总结历史、规划未来

提供了全新的窗口。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政治研究和预测

中心主任维诺格拉多夫近日发表题为“通往和

谐世界之路：中共历史性决议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文章指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验和成就的

集大成者。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

上，而为了确定未来发展方向，需要对过去有一

个总结和评价。维诺格拉多夫等多位专家学者

评价称，百年奋斗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正因为不

断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运用，才能不断取得

新的伟大胜利。

重要关头纲领性文献

　　维诺格拉多夫、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

教授金珍镐等多国专家学者均认为，《决议》是

在重要历史关头为中国发展指引航向的纲领性

文献。

　　俄罗斯塔斯社、俄罗斯《生意人报》等俄主

流媒体的报道认为，《决议》“具有决定性意义”，

作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最重要成果，它确

定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

　　日本《朝日新闻》认为，《决议》不仅是对历

史的总结，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现在和未来的

思路和方向。

　　多位东盟国家驻华使节近日纷纷祝贺中共

十九届六中全会成功举行，并积极评价全会审

议通过的《决议》，称其将指引中国以更坚定步

伐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此外，他们还高度评价

东盟中国关系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指出

中国的发展振兴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

大的贡献。

　　《德黑兰时报》等伊朗媒体近日持续关注中

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及《决议》对中国和世界发展

带来的影响。《德黑兰时报》的文章称，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世界发展

提供了巨大机遇和强劲动力。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重大历史关头

召开的，意义重大，将推动中国继续向前发展，

也将在世界范围产生积极影响。”斯里兰卡智

库探路者基金会前执行主任西里瓦德纳如

是说。

　　巴基斯坦巴中学会执行主任穆斯塔法说，

巴中学会十分关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并积

极研究解读《决议》。他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

际形势，面对疫情、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全球性挑

战，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经验总结，有助于进一步

明确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全球发展注

入更强大动力。

　　维诺格拉多夫对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及

《决议》给予积极评价。他认为，中国走自己的道

路并已被证明取得成功，这为人类发展多样性

创造了条件。对俄罗斯而言，中国的发展也为中

俄在重要的科技领域合作创造了良好机遇。

发出新的“动员令”

　　路透社等媒体评论认为，《决议》在全面总

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同

时，也发出了新的重要“动员令”。

　　意大利安莎社则指出，《决议》“在中国实现

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起到了统一思想、坚定信

心的作用”。

　　《俄罗斯报》援引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萨纳

科耶夫的话称，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中共十九

届六中全会成果，认为会议审议通过的《决议》

将使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更加紧密团结在

一起。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也持相似看法，

指出中国共产党前两份历史决议都在重要的历

史节点发挥了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

要作用，第三份历史决议也被寄予厚望。

　　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称，中共十九届六

中全会确定中国新的发展战略，在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全球、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背景下，中国及

时调整发展战略，在保持与外界合作的同时将

发展战略重点放在新发展格局上。

　　彭博新闻社网站的报道在评论中共十九届

六中全会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时指出，中国

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塔斯社的报道关注到，中共十九届六中全

会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前的一次重要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将对中国

发展带来决定性影响。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总书记布阿

吉、毛里求斯福尔肯公民联盟主席西伯伦等

非洲领导人认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成

功召开，将对中国及世界均带来积极影响。他

们指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

有关决议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成功

之路，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了重要启

发和借鉴。

国际舆论热议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成果

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俄罗斯本轮新冠疫情仍处高位。为缓解疫

情压力、有效促进民众新冠疫苗接种率的提升，

俄政府拟在全境实施强制健康二维码制度。11

月12日，俄政府就此向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

提交了草案。但因对草案内容存在分歧，15日杜

马一读暂未获通过。目前，草案已转交地方政府

及有关机构继续修改讨论，国家杜马将在一个

月后再次进行审议。

疫情形势严峻

　　俄防疫总指挥部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

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6626例，新

增死亡病例1247例，后者更是再创历史新高。

莫斯科市依然是疫情的重灾区。过去24小时，

莫斯科确诊新冠感染病例2966例，其次是圣

彼得堡和莫斯科州，确诊病例分别为2793例

和1691例。

　　俄主管卫生防疫的副总理戈利科娃指出，

在今年前9个月中，俄因患新冠肺炎导致死亡的

人数占非正常死亡人数的91.2%，这严重影响了

俄罗斯的总体人口状况。

　　俄卫生部长穆拉什科直言不讳地指出，近期

俄新冠发病率上升与居民活动和全国新冠疫苗

接种率低有关。截至本月13日，俄有6312万人完成

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接种；超过5796万人完成两剂

疫苗接种，约占俄人口的40%。穆拉什科认为，如

果现在不采取限制措施和加快民众疫苗接种速

度，俄将面临新冠发病率继续上升的风险。

　　俄总统普京10月20日宣布，由于疫情蔓延，

全国于10月30日到11月7日带薪休假9天，各地政

府还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前放假或延长放假

时间。全国非工作日结束后，诺夫哥罗德、托木

斯克、车里雅宾斯克、库尔斯克和斯摩棱斯克5

个地区决定继续延长非工作日时间。

　　普京同时呼吁民众接种疫苗并表示接种疫

苗总比感染新冠病毒好。“最好接种疫苗，为什

么要等着疾病及其严重后果呢”，普京说。而普

京日前在出席新组建的第八届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会议上更是明确指示，抗疫斗争仍在继

续，当前主要任务是提高疫苗接种率。普京的新

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拒绝接种新冠疫苗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戈利科娃建议政府采

取措施，在全俄实施强制性健康二维码制度。戈

利科娃强调，对俄罗斯人来说，疫苗接种证书可

能会像护照一样重要。

制定防疫草案

　　为遏制疫情，提高疫苗接种率，俄政府制定

了关于强制使用疫苗接种二维码的政策草案，

并于本月12日提交国家杜马审议。草案分为两

个部分，分别是《关于修改〈俄罗斯联邦公民卫

生流行病防疫法〉的草案》和《关于调整在铁路

和民航使用二维码规定的草案》。

　　根据草案，俄民众进入餐厅、商店、文化活

动场所等室内区域以及乘坐飞机、火车进行城

际或国际旅行时必须出示新冠疫苗接种二维

码、医疗机构开具的新冠肺炎康复证明或患有

疫苗接种禁忌症的证明。草案通过后，将执行到

2022年6月1日。

　　考虑到防疫的现实情况及获取二维码文件

的准备时间，草案设定了过渡期，即2022年2月1

日。在此之前，民众可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

进入公共场所；而在2月1日之后，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则不能继续替代接种疫苗或者新冠康复的

二维码使用。

　　涉及在俄的外国公民，则暂定分为两种情

况：一是在俄旅居、工作的外国公民，如已接种

俄国产疫苗或新冠康复，可参照俄本国公民的

要求执行；二是短期赴俄的外国公民，则需提供

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值得一提的是，

草案的这一点目前引发了不同的声音，其中包

括已接种非俄罗斯产疫苗的外国公民因暂时没

有疫苗互认机制而无法取得俄二维码的情况

等。戈利科娃此前表示，对于接种了尚未被俄罗

斯认可的新冠疫苗的外国公民，需要出示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才能进入和使用公共设施。

　　另据俄卫生部消息，从本月8日开始，俄开

始实施新版疫苗接种证书。新版证书将包含接

种者详细信息、接种疫苗种类、重新接种数据等

多种信息，证书分为俄文、英文以及电子版和纸

质版。

　　戈利科娃预测，目前俄境内的新冠肺炎群

体免疫水平将近50%，明年夏天将达到80%，届

时将实现群体免疫效果。

下月重新审议

　　比较出乎意料的是，草案提交杜马审议后，

一读暂未获通过。俄杜马副主席彼得·托尔斯泰

解释称，政府提交的两项有关实施二维码的提

案在杜马引发了不同的意见，因此一读期间决

定暂时不作出决定，而是交由各地区及有关部

门重新讨论具有争议的草案内容。

　　草案的支持者表示，该草案并不是为了限制

公民权利，而是为了保护公民安全。此前，俄罗斯

零售业公司协会和互联网贸易公司协会曾致信

政府，希望政府作出有关全民义务接种新冠疫苗

的决定。这两家协会表示，为了防止疫情继续恶

化，政府宣布10月30日到11月7日为非工作日，这

对商业经营体造成了严重冲击。因为每年10到12

月是零售行业的旺季，这一期间的行业销售额大

约占全年销售总额的50%。如果政府要求全民接

种疫苗，商业场所就可以正常营业。

　　草案的反对者认为，强制二维码制度将引

入疫苗强制接种，而未来可能因其他类型的疾

病再次进行疫苗强制接种。

　　根据杜马方面的消息，该草案接下来将交

由各地区、联邦社会院、联邦审计署和联邦委员

会继续修改讨论，为期一个月，并于12月14日由

杜马对修改过的草案重新进行审议。

缓解疫情压力 提升民众疫苗接种率

俄杜马将再审健康二维码实施草案

□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随着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和最大在野党国民之力党

分别确定李在明和尹锡悦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双方的拉票

工作正持续展开。当地媒体认为，李在明和尹锡悦分别有官

司缠身，未来相关司法调查结果或将成为谁能当选总统的

重大分水岭。

　　11月17日，韩国检方加大对大庄洞地产腐败案的侦办力

度。“大庄洞”地产腐败事件9月底被韩国媒体爆出，据悉2015

年京畿道城南市政府为推进辖区内的大庄洞地产开发项目，

通过旗下城南城市开发公社设立特殊目的法人“城南之庭”并

招商引资。然而，“火天大有”资产管理公司在没有任何业绩的

情况下轻松拿到项目开发权，并且在公司成立后马上获得通

常需要十年才能申请到的开发许可。公司出资3.5亿韩元后，短

时间内就获得4040亿韩元的项目分红，加上通过期房销售获

取的4500亿韩元利润，属于典型只要拿到许可便可以大赚一

笔的开发项目，引发强烈争议。特别是前国会议员郭尚道的儿

子在“火天大有”做小小的代理，但离职时却领取了50亿韩元

的离职金，引发了外界变相行贿的质疑。由于当时担任城南市

长的京畿道知事李在明被疑牵涉其中，这在韩国引起轩然

大波。

　　而前检察总长尹锡悦同样官司缠身。韩国社会团体“树

立司法正义市民行动”11月8日表示，上月22日接到高级公

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有关对涉嫌滥用职权、妨碍行

使权利的尹锡悦立案调查的通知。该团体于6月7日向公调

处控告尹锡悦、前大检察厅次长赵南宽、前首尔高等检察厅

厅长赵商喆、首尔高等检察厅监察部长明点植、前大检察厅

反腐及重案部长韩东勋等六人，指控他们涉嫌介入大检察

厅调查情报政策室对法官进行非法调查，还涉嫌妨碍后续

司法调查。由此，公调处立案调查尹锡悦的案件已达4起，分

别是：尹锡悦涉嫌对基金管理公司“OPTIMUS”资产运用诈

骗案调查不力，滥用职权、妨碍调查，涉嫌教唆检察官伪证

陷害前总理韩明淑，指使检方控告执政阵营人士等。

　　此外，尹锡悦在担任检察总长时曾有检察官唆使在野党

检举执政党人士的“教唆检举风波”连日来也在不断发酵。9

月2日首次被媒体报道后，被视为核心物证的检举信内容也

在9月6日曝光，这起事件正逐渐演化成一场真相与谎言的拉锯。相关检举信

共有两封，尹锡悦被怀疑在去年国会选举之前，于4月3日和4月8日先后两次

通过自己的亲信、大检察厅侦查信息政策官孙准声将两封检举信交到未来

统合党候选人金雄（现任国民之力党议员）手中，干涉选举。

　　与此同时，李在明和尹锡悦互称对方“或将被拘”，双方的相互攻讦愈演愈

烈。李在明10月17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作为釜山储蓄银行不良贷款调

查主检察官，希望尹锡悦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证据确凿的贷款不良事件

为何被排除在调查对象之外，这是玩忽职守的重罪。李在明强调，在五千万国

民注视下堂堂正正，才有资格担任韩国总统。对此尹锡悦公开表示，李在明“习

惯性玩忽职守”，未来不排除发生史无前例的总统候选人被拘捕事件。

　　但不管怎样，李在明受到的冲击明显要大于尹锡悦。在近期公布的民

调中，尹锡悦的支持率明显高于李在明，相差10%以上，而李在明近期在

30%上下徘徊。共同民主党认为，李在明在牵扯进“大庄洞事件”后，未及

时回应，是支持率停滞的主要原因。还有分析认为，由于距离下届总统选

举还有较长时间，现在判断鹿死谁手为时尚早，而相关司法调查的结果或

将引起民意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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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观察

□ 本报记者 赵阳

　　“北溪-2”项目在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再遭挫折，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

16日宣布暂停“北溪-2”天然气运营商资格认证程序。

　　至于暂停的原因，负责管理天然气管道的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给出

的解释是，由于“北溪-2”项目运营商总部位于瑞士，而不是德国，因此无

法认定为独立运营商。德国经济部称，只有“北溪-2”运营商依照德国法律

以完全合法形式组建，才有可能继续对该项目进行认证。而即使“北溪-2”

天然气运营商资格获得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的认证，欧盟委员会也要对

此进行审查，审查时间或长达4个月。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日就此回应说，俄方相信德国监管机构暂

停“北溪-2”天然气运营商资格认证一事并非政治操弄，俄方企业已做好准备，

以满足所有法律要求，争取项目尽快启动。“我们确信‘北溪-2’项目对我们和欧

洲消费者都很重要，接下来的事就取决于监管机构的决定了，我们不能干预。”

　　俄罗斯方面的回应耐人寻味。

　　事实上“北溪－2”项目自建设以来就命运多舛。虽然俄罗斯和德国坚持强

调“北溪-2”项目就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项目，但由于美国方面的介入，加之复

杂的乌克兰因素，为其附加了太多的地缘政治枷锁。由于美方的干扰，这一工

程断断续续，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在今年9月6日完成最后一节管道焊

接。然而工程虽然结束了，但围绕它的各种干扰因素却并未结束。

　　首先是乌克兰。以往由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必须经过乌克兰境内。

对于经济状况不佳的乌克兰来说，“过境费”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此外由于俄乌危

机，乌克兰经常掐断其境内的管道。而“北溪－2”项目则是绕开乌克兰境内的一条

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少了收入不说，乌克兰更是少了一个对付俄罗斯的

砝码。因此，对于此次德方决定，乌克兰当局马上表示出了欢迎的态度。

　　其次是美国。自始至终，美国对这一项目耿耿于怀，三番五次利用国内

法对项目施工方进行制裁，并放言，如果项目实施，欧洲将受到俄罗斯方面

的胁迫。其实美国此举并不是为欧洲考虑，而是完全出于自己的私利。

　　第三则是欧盟内部。自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欧盟

一直指责俄罗斯是背后的推手。尽管俄罗斯一直强调危机与己无关，但欧

盟内部反俄势力却一直向俄方施压。在此情况下，德国暂停认证程序不得

不让人怀疑是否真的不包含政治因素在内。

　　德国的决定一经作出，欧盟地区天然气价格随之提高。这进一步加剧

了欧洲今冬燃料不足的担忧。俄欧围绕能源合作的愿望和需求都是客观

存在的。只是如何尽快拨开迷雾，让欧洲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正在考

验着各国领导人的智慧。

“北溪－2”项目命运多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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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11月9日拍摄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南广场。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1月5日至10日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新华社记者 邬惠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