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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日前闭幕。围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会议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
势和任务，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政策并进行部署。会议释放的中国农
村工作新政策信号引发全球关注。

会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
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
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美国本笃会大学荣誉校长威廉·卡
罗尔说：“通过改善农业，中国正在肯定
农民的重要性，并鼓励更多农民和他们
的子女留在农村，见证农业革命，更努
力、高效地生产。”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
心客座研究员李博表示，乡村振兴的重
点是产业兴旺，这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

向。乡村振兴战略会加速生产要素在
城乡间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
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中国经济作
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会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影响十分
重大。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
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
村绿色发展之路。

对于会议提出的“坚持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
问题专家伊格纳西奥·科尔特斯表示：

“中国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取得巨大进
步，在农村建设发展中推广绿色经济，
通过技术研发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

实现多元化农业发展。多年来，中国政
府积极推动‘三农’工作，不仅为农民提
供相应技术指导、供应优质肥料和种
子，还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带动生产设
备升级等。这也是中国政府重视提升
农产品质量的表现之一，符合可持续发
展理念。”

科尔特斯还说，中国是农产品消费
大国，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有助于满足
日益增长的国内粮食需求、保障粮食安
全。中国不断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正
努力让数千万贫困人口脱贫，农民收入
与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升。未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将进一步造福中国农民。

李博认为，此次提出的质量兴农
和绿色兴农涵盖农业生产、农村社会
发展以及农民经济地位提升等范畴，
有助于减少农业的无效供给，实现高

效农业发展。
对于会议提出的“把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提档升级”以及“坚持绿色生态
导向，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卡罗
尔说：“过去十年，中国这个全球经济引
擎已经引起世界的注意。中国实施农
村资源保护，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努力
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谈到环境问题，卡罗尔说，全球变
暖、空气污染、海洋塑料污染、食品农药
残留等已成为世界面临的严重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的中国强调绿色兴农，支持绿色农业，
有望引其他国家仿效。

“在推动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
时，中国也在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卡
罗尔说。

新华社莫斯科1月1日电 欧亚
经济联盟新海关法1月1日生效。该
法旨在引进数字化技术，简化成员国
通关手续，刺激出口。

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
经济委员会表示，新海关法将成为欧亚
经济联盟关键性法律基础文件之一，旨
在提高成员国之间在海关调解领域规
范化和一致性水平。新海关法的基础
是向电子报关过渡，向“一个窗口”过
渡，改善对外经济活动条件，刺激出口。

按照约定，各成员国的海关立法
需要与新海关法相衔接。

欧亚经济联盟前身为俄罗斯、白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于2010年
成立的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于
2015年1月1日正式启动，成员国包
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
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联盟的目标
是在2025年前实现联盟内部商品、服
务、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并推行协
调一致的经济政策。

俄白哈三国在2009年制定海关
法，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生效
后，亚、吉两国加入进来，急需制定新
海关法。

新华社联合国1月1日电 科威
特、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秘鲁、波兰
和荷兰六国1日起正式成为联合国安
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除荷兰之外的五国任期为2年，
至2019年12月31日。按照2016年
联大选举时达成的意大利与荷兰分享
2017年和2018年任期的约定，荷兰
的任期于2018年12月31日结束。

安理会其他非常任理事国为哈
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玻利维亚和
瑞典。

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其中中
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
理事国，其余10个成员为非常任理事
国。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按地区分配，
任期2年，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能
连选连任。

科威特等六国
开始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

新华社首尔1月2日电 韩国统
一部长官赵明均2日说，韩国政府当
天向朝鲜提议9日在板门店举行韩朝
高级别会谈。

赵明均当天在首尔中央政府办公
大楼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考虑到还有
一个多月时间就将举行平昌冬奥会，
韩方为协商朝方代表团参赛等相关问
题作出上述提议。

赵明均说，期待韩朝能坐下来就
朝方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改善南
北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开诚布
公的讨论。

赵明均表示，有关举行韩朝当局
会谈的板门店联络渠道应该尽快实
现正常化，并提议通过这一渠道对会
谈议题、代表团构成等具体问题进行
协商。

关于参加会谈的首席代表级别，
赵明均说，因为提议举行“高级别会
谈”，级别上相对比较开放，可以通过
板门店联络渠道就此进行协商。

会谈如成功举行，这将是文在寅
上台后首次举行韩朝政府间会谈，也
将是2015年12月韩朝副部长级会谈
之后的首次韩朝政府间会谈。

当天早些时候，韩国总统文在寅
说，韩方对朝鲜有意派遣代表团参加
平昌冬奥会和举行韩朝当局会谈的表
态表示欢迎。希望韩国统一部和文体
部尽快制定后续方案，实现南北对话
迅速恢复和朝鲜代表团参赛。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日在发
表新年贺词时表示，朝鲜有意派遣代
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北南当局可以
就此进行紧急会谈。

韩国统一部提议
9日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

新华社耶路撒冷1月1日电 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日否认以色列
是伊朗游行示威背后的一个推手。

内塔尼亚胡在其“脸书”账号上说，
指责以色列牵涉到伊朗的游行示威活
动“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可笑的”。

据以色列媒体1日报道，伊朗总

统鲁哈尼在一个会议上指责美国和以
色列煽动伊朗的游行示威。

近来，伊朗多个城市发生抗议政
府的游行示威活动，表达对当前民生
状况的不满。2017年12月30日，抗
议活动蔓延至首都德黑兰。也有不少
民众走上街头，声援政府。

以总理否认
以色列是伊朗游行示威背后推手

新华社大马士革1月1日电 叙
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1日签署法令，
对内阁进行改组，任命三名新部长。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内阁改组
后，曾任叙军总参谋长的阿里·阿卜杜
拉·阿尤布出任国防部长，接替自
2012年起担任该职务的法赫德·贾西

姆·弗拉杰；穆罕默德·马赞·阿里·优
素福出任工业部长；曾任叙利亚国家
电视台台长的伊马德·阿卜杜拉·萨拉
出任新闻部长。

2016年7月3日，巴沙尔签署法
令，批准由伊马德·哈米斯担任政府总
理的新一届内阁。

叙利亚改组内阁任命三名新部长

新华社迪拜1月1日电 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 1 日开始征收税率为
5%的增值税，以增加政府财政收
入，减少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带来的
负面影响。

这一增值税应用范围包括食品、
服装、汽油、水、电子产品、电费和酒
店住宿，而房地产租售、部分药品、机
票和学费等暂不在征税之列。

据阿联酋《海湾新闻报》报道，实
施增值税制度后，阿联酋政府每年将
增加 120 亿迪拉姆（约合 32.4 亿美

元）的财政收入。
媒体报道说，沙特阿拉伯也于1

日开始征收增值税，与阿联酋一同成
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
会）成员国中率先实施增值税的国
家。巴林、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四
国此前宣布推迟实施增值税计划至
2019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数次建议
海湾阿拉伯产油国以增值税方式实
现政府财政收入的多样性，摆脱对石
油出口的过度依赖。

阿联酋开始征收增值税

新华社新加坡1月2日电 新加
坡贸工部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新加坡经济增长3.5%，高于2016年
2%的增速。

数据显示，2017年，新加坡制造
业 同 比 增 长 10.5% ，高 于 2016 年
3.6%的增速；建筑业同比萎缩8.1%，
远低于2016年 0.2%的增速；服务业
同比增长2.5%，略高于2016年1%的
增速。

新加坡贸工部当天公布的2017

年第四季度数据显示，当季新加坡经
济同比增长3.1%，低于第三季度5.4%
的增幅。经季节性调整后，第四季度
新加坡经济环比增长2.8%，仍大幅低
于第三季度9.4%的增速。

按行业来看，新加坡制造业2017
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长6.2%，远低于上
一季度的19.2%。贸工部认为，制造业
增速大幅下降主要由于电子和精密工
程产业集群扩张强劲。

此外，由于公共和私人领域建筑

活动低迷，新加坡建筑业2017年第
四季度同比萎缩 8.5%，延续了第三
季度同比萎缩 7.7%的趋势。同时，
受金融保险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运
输仓储业推动，新加坡服务业第四季
度同比增长 3%，略低于上一季度
3.2%的增速。

新加坡华侨银行经济师林秀心表
示，该银行对2018年新加坡经济前景
保持乐观，并预测今年新加坡经济增
长率在2%至4%之间。

巴西监狱暴动
造成9死14伤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月1日
电 巴西戈亚斯州监狱管理监
督机构1日晚发布报告说，该州
一所监狱当天下午发生暴动，造
成9人死亡、14人受伤。

报告说，这起暴动发生在当
天14时左右，起因是狱中两个敌
对派别的犯人相互争吵继而火
拼，一些人还在狱中纵火。106
名犯人趁乱越狱，目前已有29人
被抓回。

暴动发生后，警方监狱特别
行动小组在防暴警察的支援下
控制住局势，消防人员也前往监
狱灭火。

巴西近年来多次发生监狱
暴动事件。2017年1月1日，巴
西北部亚马孙州一所监狱发生
暴动，造成56人死亡。

伊朗多地
游行示威

已造成8人死亡
新华社德黑兰 1 月 1 日电

伊朗多个城市近日爆发游行示
威活动，截至1日，已有包括1名
警察在内的8人在示威活动中
死亡。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在
西部洛雷斯坦省多鲁德市的游行
示威活动中，民众与警方发生冲
突，造成4名示威者死亡，6人受
伤。洛雷斯坦省省长马沙拉赫·
内马蒂强调，警方没有向示威人
群开枪，反而是一些平民装束的
人趁乱向维持秩序的警察射击，
造成多名警察受伤。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
日报道说，发生在伊朗西部哈马
丹省图色肯市的游行示威造成3
人死亡。另据报道，在伊朗中部
伊斯法罕省纳杰法巴德市的示威
活动中，1名安全警察被暴徒开
枪打死，另有3名警察受伤。

伊朗警方逮捕了数十名示威
者。同时，伊朗民众最主要的社
交媒体软件TELEGRAM已被
封闭，互联网网速大幅降低，一切
域外服务器进入伊朗的通道也被
关闭。

近期伊朗部分商品价格持续
上涨，伊朗政府日前还计划削减
社会福利、上调燃油价格。民众
对此表示不满。近日，在伊朗宗
教圣城库姆、马什哈德，旅游城市
伊斯法罕、首都德黑兰等地，民众
走上街头，高喊口号，指责伊朗政
府处置经济问题不力。

伊朗经济近年持续低迷，伊
朗官方数据显示，伊朗当前失业
率高达12.4%，相比去年同期上
升1.4个百分点。

全球关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新政策信号
□新华社记者

欧亚经济联盟开始实施新海关法

新华社伦敦1月1日电 一项国
际研究发现，如果全球升温幅度达到2
摄氏度，地球将变得更加干燥，干旱和
火灾风险上升。而将升温控制在1.5
摄氏度以内，可有效避免这些问题。
这项研究再次表明努力达到全球控温
目标的重要性。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中国南方科
技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
国《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发表了相
关报告。他们结合27个气候变化模
型，综合考量全球变暖对降水、蒸发
作用等因素的影响，预测不同幅度升

温给地球干燥度带来的变化。结果
发现，如果比工业化之前升温2摄氏
度，超过四分之一的陆地会“十分明
显地”变干燥；若能使升温不超过1.5
摄氏度，上述地区可在很大程度上避
免这种影响。

研究人员说，干燥度升高带来的
负面影响显而易见。随着全球变暖，
地中海地区、非洲南部等地干旱问题
愈加明显，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等
国遭遇荒漠化问题，美国西部山火增
多也警示了干燥带来的风险。

东英吉利大学教授蒂姆·奥斯本

说，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全球许多地区都将受益，其中“最为受
益”的地区包括东南亚、欧洲南部、非
洲南部、中美洲等，其干燥程度将有所
缓解。

根据国际社会2015年达成的应
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各国承诺将
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与工业化前相比
不超过2摄氏度的范围内，并争取达到
1.5摄氏度的目标。此前已有不少研
究从保护生态环境、减少极端天气、保
障经济社会发展等角度证明实现控温
目标的重要性。

研究警示全球升温2摄氏度的干燥风险

2017年新加坡经济增长3.5%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