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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伙前政府官员计划非法夺权，已定好潜在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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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了8年，全球最大自贸区“拉群”成功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15个成员国涵盖东盟10国和中日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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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媒称， 世界卫生组织首
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坦
11月11日指出， 如果目前正处
于研发最后阶段的新冠病毒疫
苗最终成功， 全世界约70%的
人口都应接种疫苗才能确保大
流行的结束。

据埃菲社日内瓦11月11日
报道， 斯瓦米纳坦和世卫组织
免疫、 疫苗和生物制品司司长
凯特·奥布赖恩指出，尽管未来
疫苗的效果仍有待观察， 但上
述覆盖率仍是最理想的。2021
年的新冠疫苗接种率目标是
20%。

奥布莱恩指出， 没有任何
一家正在研发新冠疫苗的公司

能够立即为所有人提供所需剂
量。因此，即使某个实验室领先
于其他实验室， 所有实验室也
必须继续进行研发， 这一点很
重要。 目前全世界有200多个
实验室正在研发新冠疫苗，其
中约40种疫苗处于人体临床试
验阶段。来自中国、美国、俄罗
斯、 英国等国家的十几种候选
疫苗处于研发最后阶段。

斯瓦米纳坦解释说， 研制
一种疫苗通常需要十年时间，
目前有记录的最快速度大约是
4年半。不过，国际科学界大部
分人都参与了新冠疫苗研究，
这可能大大缩短这一疫苗的研
制时间。 ■据新华社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15日在东亚合作领导人
系列会议期间正式签署， 世界上
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
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就此诞生。
这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
重大里程碑，为推动区域乃至世界
经济复苏注入了新的动力。

当前， 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
刻复杂变化，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
流，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愈演愈
烈， 新冠肺炎疫情给包括东亚国
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冲
击。在这一背景下，15个成员国保
持密切磋商， 如期签署RCEP，一
个涵盖30多亿人口、 占全世界三
分之一GDP总量、 全球最大的自
贸区应运而生。 该协定的签署是
地区国家以实际行动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
要一步， 对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稳定全球经济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困
难时刻，东亚国家选择了开放合
作。正如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
业部部长阿兹明·阿里所言，签
署RCEP意味着东盟及其对话伙
伴对自由贸易说“是”，向保护主
义说“不”。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东亚地
区疫情防控形势总体趋稳向好，
各国正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有序复工复产， 经济社会发展稳
定恢复。 在东亚努力走出新冠疫
情影响的关键节点，RCEP的签署
给区域经济复苏注入了新动能。
RCEP将进一步促进东亚地区的
贸易投资往来，加强区域产业链
供应链合作，实现地区国家优势
互补、互惠互利。 ■据新华社

亚美尼亚国家安全局11月
14日说， 挫败一起针对总理尼
科尔·帕希尼扬的暗杀图谋，策
划者是一伙前政府官员。

国家安全局发表声明说：
“嫌疑人计划谋杀总理，非法篡
权， 他们已经讨论好代替总理
的潜在人选。”

声明说，策划刺杀阴谋的前
国家安全局局长阿尔图尔·瓦内
强、前议会共和党领袖瓦赫拉姆·
巴格达萨良和另一名嫌疑人阿
绍特·米纳相已被逮捕。

帕希尼扬与阿塞拜疆和俄
罗斯签署停火协议， 招致部分
亚美尼亚人不满。 亚美尼亚首
都埃里温发生打砸抢事件，一
些政府办公地点被破坏。 数以
千计示威者10日走上街头，要
求帕希尼扬下台。

帕希尼扬本周早些时候
说， 为避免失去更多领土，他

“别无选择”，只能签停火协议，
他对此负有个人责任， 但不会
辞职。

帕希尼扬与阿塞拜疆总统
伊尔哈姆·阿利耶夫和俄罗斯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9日签署
联合声明，宣布纳戈尔诺-卡拉
巴赫（纳卡）地区10日起“完全
停火”。普京说，阿塞拜疆与亚
美尼亚将停留在各自阵地，俄
将在纳卡地区部署维和部队。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
西南部， 居民多为亚美尼亚族
人。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
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
发战争。

今年9月27日，纳卡地区爆
发新一轮冲突。10月，阿塞拜疆
和亚美尼亚在俄美等国斡旋下
三次达成停火协议，但在协议生
效后互指对方破坏协议。

■据新华社

历时8年“长跑”，覆盖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
具发展潜力……11月15日， 涵盖15个成员国的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RCEP第四次领导人会议期间
签署，这意味着全球最大自贸区正式诞生。

这一协定的签署有何重要意义？有何亮点、看点？对于中
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什么？商务部副部长兼国
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15日对此进行了解读。

在当天举行的在线签署仪
式上，东盟10国（印度尼西亚、
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文莱、柬
埔寨、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
南）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
国、 新西兰5国经贸部长依次签
署该协定，15个成员国领导人
见证了这一全球重大自贸协定
的签署。

RCEP谈判于2012年由东
盟10国发起， 历经8年谈判，特
别是今年以来，RCEP各成员方
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困难，全面
完成市场准入谈判， 完成协定
1.4万多页法律文本审核工作，
最终在今天的领导人会议期间
如期签署协定。

“这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
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

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王受文说。

据介绍，RCEP现有15个成
员国总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
额均占全球总量约30%，意味着
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形
成一体化大市场。

“RCEP协定签署是东亚区
域经济一体化新的里程碑。”王
受文说，这将有力提振区域贸易
投资信心， 加强产业链供应链，
提升各方合作抗疫的能力，助推
各国经济复苏，并促进本地区长
期繁荣发展。 同时，RCEP也将
为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提
供实现路径和有力推动。

此外，RCEP以实际行动支
持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将
提振全球经济信心。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提振全球经济信心

王受文表示，RCEP不仅是
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而且
是一个全面、现代、高质量和互
惠的自贸协定。

———RCEP是全面的协定。
它涵盖20个章节， 既包括货物
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市场准
入，也包括贸易便利化、知识产
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
购等大量规则内容。 可以说，协
定涵盖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
利化的方方面面。

———RCEP是现代化的协
定。 它采用区域原产地累积规
则， 支持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发
展； 采用新技术推动海关便利
化， 促进新型跨境物流发展；采
用负面清单作出投资准入承诺，
大大提升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协
定还纳入高水平的知识产权、电

子商务章节，适应数字经济时代
的需要。

———RCEP是高质量的协
定。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整体
上超过90%。服务贸易和投资开
放水平显著高于原有的“10+1”
自贸协定。 同时，RCEP新增了
中日、日韩两对重要国家间的自
贸关系，使区域内自由贸易程度
显著提升。 根据国际智库测算，
2025年，RCEP可望带动成员国
出口增长比基线多10.4%。

———RCEP是互惠的协定。
RCEP成员有发达国家，有发展
中国家， 更有一些最不发达国
家，成员间经济体制、发展水平、
规模体量等差异巨大。RCEP协
定最大限度兼顾了各方诉求，在
货物、服务和投资等市场准入和
规则领域都实现了利益的平衡。

全面、现代、高质量、互惠的自贸协定

对自由贸易说“是”
向保护主义说“不”

世卫组织专家：全球70%人口
接种新冠疫苗才能保证疫情结束

东盟10国：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
甸、文莱、柬埔寨、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5个对话伙伴国：澳大利亚、中国、
日本、韩国、新西兰

RCEP15个成员国组成

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
由贸易区网络———“十四五”规
划建议中，对“实行高水平对外
开放，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作
出明确规定。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
内容。RCEP签署后，我对外签署
的自贸协定将达到19个，自贸伙
伴将达到26个，这无疑大大提升
我国自贸区网络的“含金量”。

王受文表示， 通过RCEP新
建立了中日自贸关系，我国与自
贸伙伴的贸易占全部贸易覆盖
率将由目前的27%提升到35%。

RCEP成员均是我国重要的
经贸伙伴。 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0年1至9月， 我国与其他
RCEP成员贸易总额达10550亿
美元，约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三
分之一。

“RCEP的达成将有助于扩
大中国出口市场空间，满足国内
进口消费需要，加强区域产业链
供应链，有利于稳外贸、稳外资，
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提供有效支撑。” 王受文
说。

■据新华社

助力中国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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