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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专访前中国驻法大使赵进军：

中法关系不会差
要给马克龙时间

在轨飞行近2年
美国神秘空天飞机着陆

在地球轨道上创纪录地飞行近两
年 后 ，美 国 空 军 的 神 秘 空 天 飞 机
X-37B于7日返回地球。与它前3次太
空任务时相同，美国空军对此次任务
的真实目的讳莫如深，外界对该飞行
器的秘密活动猜测纷纷。

据美国空军发表的一份声明，
X-37B轨道测试飞行器当天在佛罗
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降落，它
在天上度过了718天，开展了在轨试
验，同时把X-37B在轨总时间延长至
2085天。

美国空军X-37B项目经理罗恩·
费伦中校在声明中称赞X-37B的性
能，并表示X-37B的成功降落“标志
着X-37B项目的又一个胜利”。

X-37B是波音公司制造的无人
驾驶空天飞机，外形与航天飞机类似，
但体积约为航天飞机的四分之一，部
分电力源于太阳能。这种飞行器由火
箭送入太空，返回时则像飞机那样在
跑道上滑行降落，可重复使用。

X-37B飞行器2010年首飞，迄今
共执行4次在轨试验任务，每次任务时
间都在延长，第一次在轨飞行224天，
第二次468天，第三次则达到674天。

所有4次任务都是从佛罗里达州
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但前三
次降落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
地，只有这次降落在佛罗里达州肯尼
迪航天中心。

美国空军表示，X-37B项目旨在
测试可重复使用航天飞行器的一系列
技术，包括导航与控制、热保护系统、
高温结构与密封、轻型机电飞行系统、
先进推进系统、先进材料以及自动轨
道飞行、再入与着陆技术等。

但美国空军从不解释X-37B项
目的真正目的。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
引起各种猜测。有人认为它是秘密的
太空武器，也有人认为它是太空间谍
活动的平台。 （新华社）

换人协议达成
“博科圣地”释放82名女学生

尼日利亚总统府6日晚些时候证
实，经过“漫长”谈判，极端组织“博科
圣地”当天释放了82名3年前在尼东北
部劫持的女学生。作为交换条件，政府
方面同意释放部分在押的“博科圣地”
嫌疑人。

这些获释女学生7日被送至尼首
都阿布贾，并将得到总统穆罕默德·布
哈里接见。

这是“博科圣地”继去年10月释放
21名女学生后，再次与尼日利亚政府
达成“换人”协议。不过，眼下仍有超过
100名遭绑架的女学生下落不明。

2014年4月14日，“博科圣地”武装分
子劫持了博尔诺州奇布克镇一所中学的
276名女学生。此后，陆续有50多人侥幸
逃脱。2016年10月，“博科圣地”释放了21
名两年前被绑架的尼日利亚少女，是自
绑架事件发生以来“博科圣地”首次释
放人质。 （新华社、法制晚报）

决战在即！
韩总统候选人各出“奇招”

韩国总统选举拉票活动定于8日
午夜结束，投票9日正式开始。随着长
达22天的拉票活动接近尾声，5大主要
候选人似乎毫无倦意，在选前最后一
天仍然马力全开，各出“奇招”。

韩国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
显示，共有15名候选人参加本届总统
选举，其中两人已退选。剩下的13人
中，5人被视为主要候选人，分别是共
同民主党文在寅、国民之党安哲秀、自
由韩国党洪准杓、正党刘承旼以及正
义党沈相奵。

在多项民调中处于“领跑者”地位
的文在寅当天首先前往首尔以西的仁
川和安山拉票，晚间返回首尔。7日，文
在寅竞选团队又打出“就业牌”，承诺
今年下半年创造1.2万个新的公务员
岗位。根据文在寅竞选团队的说法，文
在寅一旦当选，将成为“创造就业岗位
的总统”。如果出任总统，他将在任期
内创造共计81万个新就业岗位，其中
多数为公共事业相关岗位。

文在寅的主要竞争对手安哲秀则
利用周末时间前往位于韩国西南部的
光州地区拉票。现场照片显示，在众多
支持者簇拥下，安哲秀面带笑容，挽起
袖子，高举双臂欢呼。

洪准杓6日上午在首尔拉票，下午
赶往忠清南道，试图在“摇摆地区”赢
得更多保守派选民支持。刘承旼打出

“体育牌”，接连前往两座体育场。沈相
奵则分别前往公园和一处地铁站，把
目标锁定在年轻选民身上。

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
示，文在寅目前支持率为42.4%，排名
第一。安哲秀和洪准杓支持率均为
18.6%，并列第二位。沈相奵和刘承旼
支持率分别为7.3%和4.9%。

正式投票将于当地时间9日早晨6
时开始，晚20时结束。韩国国家选举委
员会预测，初步选举结果有望于10日3
时左右得出，正式投票结果则将在10
日8时后宣布。不过，韩国媒体预计，投
票当晚23时左右，选举结果轮廓即可
初步显现。 （新华社、北京晚报）

赵进军
2003年7月起担任中国驻法国大
使，至2008年2月结束大使任
期。他最初与法国结缘始于
1983年担任中国驻法
国大使馆三秘，已从
事对法外交工作
长达25年。

法国当地时间5月7日晚，2017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束。中间派独立候选人、“前进运
动”领导人马克龙，以超过65％的得票率击败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当选新一届法国
总统。同时，39岁的马克龙也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近6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红星新闻注意到，马克龙对中国一直很感兴趣。马克龙宣布参选之后，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多次引用中国政治家的名言。据法国《巴黎人报》报道，他在法国RTL电视台的采访
时，还引用过邓小平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表达出对中国了解的同时，马克龙在竞选纲领中也明确提
出了一些主要针对中国的主张，比如强化欧盟反倾销工具，主要针对中国、印度等国
家；设立外资投资监管机构，主要针对美国、中国等国。

马克龙当选总统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中法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红星新闻
就此专访了前中国驻法国大使赵进军，他表示，马克龙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领导人，和
中国打交道不多，执政以后对中国的具体政策还需要观察。但从中法关系的发展历
史来看，中法政治和经济关系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谈马克龙当选总统
中法关系会有好的发展

红星新闻：法国大选结果出炉，你认为中法关系会有什么变化？
会受影响吗？

赵进军：我觉得中法关系不会有大的变化。中法两国在一些大
的国际问题上，包括政治、经济、人文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点，这也
是为什么无论是属于传统右翼的希拉克当政，还是属于传统左
翼的奥朗德当政，中法关系大的方面都是好的。

马克龙以超过65%的得票率当选，说明他还是能够代表
法国大多数的民意。马克龙说自己是中间派，既不是传统
右翼也不是传统左翼，但是他大的观点，特别是在对欧
盟、对中法关系、对未来法国的走向上，比如支持欧盟，
要在国际上发挥作用，要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这些
他在竞选当中都提到了。当选后他的表态，我觉得
还是积极的，所以我觉得中法关系不会有大的
变化。我对中法关系还是乐观的，认为会有好
的发展。

谈中法经贸
每年才500亿美元，太不协调

红星新闻：马克龙在注重对华关
系的同时，也多次公开发表具有明
显保护主义的主张，在经贸方面他
的对华态度是不是比较保守？

赵进军：我觉得这是正常
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要
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主张
的是一种公平、互惠的贸易
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各国肯定都是根据自身
情况提出一个大的经

济政策方针。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旅游业方面，中国是出境人口购买

力最强的国家。法国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加上法国是与中国建交时间较长的大国之一，在长期
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合作关系，主流还是好的，所以经济方面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和冲击。

有时竞选中的言论，到他执政以后是要看具体情况的，所以不能完全根据他竞选时候
的一些言论，来判定他上台后中法的经济关系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还需要观察，但我
个人认为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红星新闻：你怎么看待这些年中法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
赵进军：中法经贸关系这些年，虽然双方都很努力，但是并不是很令人乐观。两

国每年的贸易额还是在500亿美元这个水平上，太低了，所以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
在经济方面的措施。

但是不管什么措施，我觉得只要有利于中法贸易增加的都是有利于中法
两国的。问题是在加大经贸合作力度的同时，双方还要采取措施使贸易额和
两国政治关系、传统友好相一致，我认为现在太不协调了。

谈中法关系
不会差，不会低于人们的预期

红星新闻：马克龙就任总统后会加强和中国打交道吗？中国在
法国外交关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赵进军：我觉得中法关系一向都是非常好的，双方对这个问
题都有清醒的认识。这个世界，特别是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忽
视中国。或者是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不采取一种积极的、鼓
励的态度，尤其是大国，都不能不重视和中国之间全方位的
关系。虽然马克龙比较年轻，当选总统才39岁，跟中国交往
也不是特别多，即便他当财长期间，因为时间比较短只
有两年，这个我觉得还要观察，但从中法关系大的方面
来看，我觉得不会差，不会低于人们的预期。

马克龙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领导人，还要给他
时间，让他熟悉中法关系的历史，然后提出一些有
针对性的，推动中法两国关系发展的政策。我对
此还是乐观的。

红星新闻：有些国家重视跟中国做生意，
重视经贸关系，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但在
政治上，他们有时会提出一些批评，你觉得
马克龙就任总统后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赵进军：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中法
关系从历史上看还是比较好的，法
国是第一个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的欧洲大国，是起了带头作用的。

尽管建交公报是最短的，就
一句话，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法
国很清楚，不会在一些重大
原则问题上损害两国关系，
因为大局在那儿。所以总
体来看，中法政治、经济
关系都是稳定的。

马克龙宣布参选之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
次引用中国政治家的名言。据法国《巴黎人报》报道，
他还在法国RTL电视台的访谈中引用过邓小平的名
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在马克龙并不长的从政经历中，或者说他真正
走进全世界的视野之后，还做了一件跟中国有关、十
分值得关注的事情。今年3月，中国旅法华人刘少尧
在巴黎家中被警察射杀之后，马克龙是唯一会见了
巴黎华人侨团代表的较有影响力的法国政界人士。

马克龙当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他在
担任经济部长期间就非常重视对华合作，他如能当
选法国总统，将继续深化法国和中国在核能等工业
领域的合作。他还强调，希望在教育领域促进法中高
校之间交流，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加强两国合作。

马克龙还有着颇为传奇的婚姻。2007年10月，马
克龙迎娶了比自己年长24岁的布丽吉特为妻。马克
龙16岁结识布丽吉特时，她还是自己的高中语文老
师，同时也是自己同班同学的母亲。马克
龙在首轮获胜演讲中表示：“没有布丽吉
特，就没有现在的我”。马克龙身边的
人都很清楚布丽吉特在他心中的影响
力，无论是他的竞选主张还是政治决
策，都留下了布丽吉特的痕迹。

（新华国际、法制晚报）

勒舍弗里尔说，马克龙已经意识到，和中国建
设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法国政商界的一个广
泛共识。

如果当选总统，马克龙将推动欧盟和中国达成
一个覆盖安全、经贸和环保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

勒舍弗里尔强调，如果两国经贸存在不平衡的情
况，马克龙将注重在欧盟框架下通过和中国“对话”解
决问题，不会轻易选择提高关税甚至打贸易战的方式。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由于中国曾对达成“气候
变化巴黎协定”起了重要作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又
公开质疑“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马克龙希望法国、欧
盟和中国能加强合作，推动落实这一协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克龙在重视对华合作的
同时，也多次公开发表具有明显保护倾向的主张，比
如支持“购买欧洲货法案”、主张应强化欧盟反倾销
工具、建议设立“欧盟贸易检察官”以审查欧盟外国
家是否遵守经贸合作承诺以及主张在欧盟内设立外
资投资监管机构等。而且马克龙在竞选纲领中明确

指出，这些主张的主要针对对象之一就
是中国，比如强化欧盟反倾销工具，就是

为针对中国、印度等国家；设立外
资投资监管机构就是为针对美国、
中国等国。

（新华国际）

他与中国他与中国
多次引用中国政治家的名言

他的亲信他的亲信：：
不会轻易选择打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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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宣布参选之后，曾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多次引用中国政治家的名
言。据报道，他在法国RTL电视台的采
访时，还引用过邓小平的名言：“不管黑
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马克龙在竞选纲领中也明确提
出了一些主要针对中国的主张，比如
强化欧盟反倾销工具，主要针对中
国、印度等国家；设立外资投资监管
机构，主要针对美国、中国等国。

前中国驻法国大使赵进军：马克
龙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领导人，和中国
打交道不多，执政以后对中国的具体
政策还需要观察。但从中法关系的发
展历史来看，中法政治和经济关系不
会发生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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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日晚，“小
马哥”马克龙力克“女版特
朗普”勒庞，当选为法国新
总统。今年39岁的马克龙
既然能成功赢得法国大
选，那他当了总统，对中
国会有什么影响？

55月月77日日，，在法国巴黎在法国巴黎，，法国当选总统埃马纽埃尔法国当选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妻子在集会上庆祝当选马克龙和妻子在集会上庆祝当选。。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蒋伊晋

马克龙亲信之一、
他的外交顾问奥雷利
安·勒舍弗里尔日前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也着重提到了马克龙的
对华态度，或许具有一
定的风向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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