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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前駐俄武官、中俄關係史研究

會副會長王海運少將在接受本報採訪

時表示，中俄兩國在應對國際問題上

有共同立場，在經濟合作方面利益共

享、風險共擔，中俄將加強經濟合

作，將迎來共同崛起的時代。兩國都

面臨霸權國家的戰略擠壓和戰略遏

制，中俄高層對關係到兩國核心利益

的問題擁有互相支持的戰略共識，中俄兩國

高層會晤料會共商應對美國重返亞洲的局

勢。

兩國同面臨霸權擠壓遏制
王海運指出，中俄兩國都是世界大國、新

興大國。兩國都把實現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作

為根本任務，兩國在發展中面對的問題有

許多相似之處。且兩國都致力於推動世界多

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兩國又都面臨霸權

國家的戰略擠壓和戰略遏制。為此，兩國只

有致力於共同發展崛起，在關係兩國核心利

益與重大利益問題上相互維護、相互支持，

才能夠有效地捍衛國家的主權和尊嚴，促進

國際戰略格局的平衡；才能夠突破霸權國家

的阻遏，發展成為有重大影響力的大國。

具體到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王海運認為，

普京在就任總統之後，選擇中國作為首輪正式

國事訪問的國家，足以證明普京本人及俄羅斯

對中國關係非常看重。王海運說，普京此次訪

華，首先要與中國高層規劃兩國未來發展，其

次中俄兩國具有共同立場，兩國將協商如何在

應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建立雙方協調機制。

此外，兩國高層還會進一步確立在關係到兩國

核心利益問題上共同支持的戰略。

都須應對美重返亞洲戰略
王海運表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已經非常

明顯，中俄兩國高層會晤一定會談到如何應

對。王海運說，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一方面是

為了遏制中國崛起，另外一方面對俄羅斯的

安全問題也造成一定挑戰。

王海運認為，最重要的是中俄兩國雙方不

僅擁有廣泛一致的戰略利益，而且具有廣泛

相近的戰略理念。中俄戰略理念的相近性在

兩國與各大國關係中絕無僅有。特別是在維

護國際戰略平衡、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問題上，在反對霸權主義與單邊主義、維護

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安全機制和以不干涉

主權國家內政為核心的國際安全準則問題

上，在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反對動輒制裁和

濫用武力問題上，在反導、北約東擴、防核

擴散問題上，在朝核、東北亞安全機制問題

上，在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的自主選擇以及

民主和人權問題上，中俄都是戰略理念廣泛

相近的戰略夥伴。

王海運說，正如兩國高層所言「中俄兩國

關係進入歷史最好時期」，兩國對繼續發展友

好合作關係都有強烈的意願，加之過去20年

良好的合作基礎，未來20年兩國將迎來共同

崛起、共同振興時代，兩國關係將有一個更

成熟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兩新興大國 迎共同崛起時代

■胡錦濤主持儀式歡迎普

京。圖為中俄元首共同檢閱

解放軍三軍儀仗隊。新華社

■6月5日，國家主席胡錦濤與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

羅斯聯邦關於進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法新社

普京： 亞太安全兩軍共保

「剛才我同普京總統進行了坦誠、
深入、富有成果的會談，就推

動雙邊關係發展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
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達成廣泛共
識。」在共見記者時，胡錦濤首先致
辭。他說，中俄雙方當天還共同簽署了

《關於進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並見
證了兩國一系列重要合作文件的簽署。
他表示，他和普京均高度評價今年以來
中俄關係積極、健康、穩定發展的良好
勢頭，重申繼續將發展中俄關係作為本
國外交主要優先方向之一，保持中俄關
係發展連續性，推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不斷邁上新台階。

胡總：兩軍合作推向更高水平
胡錦濤還表示，中俄雙方商定將加強

軍事和執法安全領域合作。雙方將充分
發揮各種渠道和平台的作用，把兩軍友
好合作關係推向更高水平。

據介紹，中俄在經貿領域取得廣泛共
識和豐富成果。雙方商定將根據各自國
內發展和世界經濟形勢新特點，發揮兩
國經濟互補性強的優勢，改善經貿合作
結構，提高經貿合作質量。為此，雙方
將落實中俄投資合作規劃綱要，擴大投
資合作，繼續本 平等協商、互利共贏
的原則，深化油、氣、核能、電力、新
能源等領域合作，構建能源戰略合作關
係；開展高技術和創新合作，加快兩國
產業更新和升級；開展戰略性大項目合
作，共同提高兩國經濟國際競爭力；推
進跨境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兩國毗鄰地
區發展。

俄商界大人物 盡在代表團名單
普京此訪有十多位政商界重量級人

物隨行，代表團規模龐大。俄總統新聞
局稱，訪華團將包括副總理羅戈津、外
長拉夫羅夫、遠東發展部部長伊沙耶
夫、俄石油公司總裁謝欽、多名部長等
十幾名高官，烏沙科夫說，「俄商界所有
大人物名字都在代表團名單中」。

胡錦濤和普京均相信，在雙方共同努

力下，雙邊貿易額2015年達到1,000億美
元、2020年達到2,000億美元的目標一定
能夠實現。

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中俄雙方一致
認為，加強中俄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
合作，有利於維護雙方共同利益，有利
於維護地區及世界的和平、安全、穩
定。雙方將根據國際和地區形勢複雜多
變的新特點，重點加強在聯合國、20國
集團、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框架內
的合作，致力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
原則、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促進新興市
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推動國
際政治經濟秩序朝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發展。

普京：共建國際平等安全架構
據俄新社報道，普京在隨後的致辭中

表示：「我們對兩國加強亞太地區安全
的共同倡議賦予重要的意義。在這方
面，我們當然將支持兩國軍方合作。」
他還說：「我們主張，基於國際法原則
在該地區組建公開的、平等的安全與合
作架構。」

普京還指出，俄羅斯與中國「都主張
建立公正的國際秩序，聯合所有國家應
對現代威脅」。這些威脅包括恐怖主
義、極端主義、大規模殺傷武器擴散以
及全球經濟危機。普京還表示，為了應
對這些挑戰，俄中兩國打算擴大在一系
列國際組織內的合作。

他還透露，與胡錦濤會談期間，雙方
就中東、北非、朝鮮半島的局勢以及伊
朗核問題交換了意見。

普京說：「我們之間的立場不僅僅接
近和相似。最主要的是，為了調解國際
危機最大程度有效協作的協調工作達到
了新的水平。」

當天會談前，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北
大廳為普京訪華舉行歡迎儀式。當晚，
胡錦濤為普京舉行歡迎宴會。

未來幾天，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
邦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家副主席
習近平、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將分別會
見普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抵達北

京，展開他再度出任總統後的首次訪華行程。昨日傍晚，中俄兩國元

首在京舉行了長達4小時的大、小範圍兩場會談，隨後見證了雙方十多

份合作文件的簽署並共同會見中外記者，發佈雙方會談所取得的廣泛

共識與豐碩成果。普京在會談後表示，俄中兩國軍事部門將保持緊密

聯繫，以保障亞太地區的安全。他說，與中國在很多問題上的合作已

達到很高的相互協調水平，以便化解國際和地區危機。

(尚有相關新聞刊A3版)

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一抵京就再

現不拘小節的率真本性。昨日上

午，普京以輕快腳步落機，短暫握

手寒暄後，就又以他一貫矯健的步

伐，飛快鑽入車內，但人還沒進

車，便已將西裝外套脫下，灑脫地

扔到了座位上，盡顯不受拘束的獨特風格

和與眾不同的人格魅力。

中方對於第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宮，重掌

俄羅斯總統權杖的普京的到訪，也給予了

不同一般的高規格接待。胡錦濤主席下午

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雙方還進行

了前後共4個小時的高峰會談。

兩國元首 同結紅色領帶
普京似乎也進行了精心打扮，專門戴了

一條深紅色領帶，在共見記者時，與胡錦

濤主席的紅領帶可謂相映成趣。對於中方

的不同尋常的禮遇，率直的普京在隨後的

致辭中坦言：「我由衷高興再次來到熱情

的北京。非常感謝胡錦濤主席為今天的會

談創造了又務實又友好的氣氛。」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電視台罕見地直播

了歡迎儀式、大範圍會談的前5分鐘以及

中俄元首共見記者，而在未來兩天，吳邦

國、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國領導

人，也將分別會見普京，由此可見中方對

普京的高度重視和中俄關係在中國外交中

的舉足輕重的分量。

與普京多次打過交道的前駐俄大使劉古

昌曾評價說，「普京一舉一動都非常自

然，他從不演戲，也不刻意收斂自己的本

性，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人。」

密集峰會 胡總大口喝水
此外，最近3天裡，中國領導人會密集

參加十幾場雙邊會談和多場多邊峰會，其

中，僅昨日一天，胡錦濤主席就先後馬不

停蹄與塔、吉、俄三國元首分別舉行了高

峰會談。記者注意到，在昨晚近7點與普

京共見記者時，胡錦濤講完話後，拿起桌

上的水杯，深深喝了一大口水。這在以前

記者參加過的共見記者活動中，還是較為

少見的。旁邊的外國記者說，估計胡主席

一整天忙 會談，都難得有空喝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率性普京享最高禮遇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5日刊登了俄羅斯總

統普京撰寫的文章。普京在文中表示，中俄兩國的
合作不針對任何第三方，而是旨在實現共同發展和
加強國際社會的公平和民主原則，符合時代潮流。

引「眾志成城」喻中俄關係
在這篇題為《俄羅斯與中國：合作新天地》的文

章中，普京指出，俄中關係是名副其實的國家間新
型關係的典範，兩國間沒有偏見和成見，關係非常
穩固，不受當前局勢的影響，「這一點在當今這個
明顯缺乏穩定和相互信任的世界裡顯得異常可
貴」。普京又引用中國成語「眾志成城」來比喻中
俄間的共同努力及成果。

普京表示，俄羅斯與中國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幾
乎是一致的，都建立在責任、忠於基本的國際法價
值觀等原則、無條件互相尊重國家利益的基礎上。
因此，中俄容易找到共同語言，制定共同的戰術和
戰略，促進國際社會建設性應對最棘手和迫切的問
題，其中涉及到中東北非問題、敘利亞和阿富汗局
勢、朝鮮半島問題和伊朗核計劃。

他指出，「現在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政治家，任
何一個國際關係專家都已意識到，在缺少俄羅斯和
中國參與，在不考慮俄羅斯和中國兩國利益情況
下，任何的國際問題議題都無法討論和落實。」

落實國際問題 中俄不可或缺
俄總統撰文：

投資應買股抑或買
樓？作為本港四大
地產公司之一的

基地產主席李兆基，昨
日公開表示「買股好過
買樓」，他相信股票三
年後有機會「翻番」，
而樓價升幅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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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工業國(G7)財
長及央行行長昨日
召開緊急電話會

議，討論日益加劇的歐
債危機。而二十國集團
(G20)輪任主席國巴西表
示，G20計劃月底決定
向IMF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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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中國留學生
林俊被肢解案，潛
逃歐洲的29歲疑兇

馬尼奧塔，前日公然到
德國柏林一家網吧瀏覽
關於自己的新聞，被醒
目店員認出，報警拘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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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女職員黃
燕雲自殺案，被指
非禮下屬的中大前

秘書長梁少光昨首度出
庭，否認曾性騷擾死
者，他又強調沈祖堯相
信他沒有非禮人，自己
並非引咎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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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千嬅與丁子高的
愛 情 結 晶
RMB(Real Miriam

Baby)誕生了！千嬅剖腹
誕下7.6磅的肥白男嬰。
丁子高昨陪千嬅入手術
室，兒子呱呱墮地一
刻，他含淚向千嬅道
謝。 詳刊A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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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攪珠日期：6月7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1,236,080 (2注中)

三獎：$81,890 (80.5注中)

多寶：$23,93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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