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漢在中國眾多城市中，是與法國保持
最為密切聯繫的城市。目前居住在武漢的
法國人人數也是內地最多的。
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法兩

國間最大的合作項目——法國標緻雪鐵龍
與中國東風汽車合資成立神龍汽車有限公
司在武漢落戶，此番艾羅訪華，再次帶來
東風汽車與法國雷諾的合作項目，落戶地
仍是武漢，這無疑是對武漢和法國在經濟
領域合作的繼續強化。
目前在神龍公司工作的法國人佔據在武

漢法國人總數的40%，他們多集中居住在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金色港灣」住宅
區，並形成了一條法國街。法國駐武漢總
領事館每年在武漢舉辦文化季，音樂節、
歌唱比賽、電影展映周等文化交流活動，
法國波爾多及阿基坦紅酒節迄今在武漢舉
辦過四屆。

■ 記者 俞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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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拜會談展中美推新型關係決心
美國副總統拜登剛剛結

束兩日的訪華行程。由於
日本對中國早前宣佈劃設

東海防空識別區作出過激反應，並誘拉美國等國家
大做文章，引發中日關係緊張升級，令到拜登的
訪華行程備受注目。中美如何以眼構建新型大
國關係的嶄新視角和高超政治外交智慧，超越個
別事件的分歧，共同應對國際和地區安全的新挑
戰，同時從拓展中美各領域全方位交流和合作出
發，推動兩國關係開創新局面，拜登訪華期間與
中方的良性互動和訪華取得的成果，給了世人一
個極好的詮釋。

深度溝通 增進互信
近年來，中美增進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取得新進

展，為兩國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
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奠定了良好基礎。今年6月，習
近平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在安納伯格莊園會晤開創了
兩國元首密切交往的新篇章。中美近百個對話磋商
機制有效運行以及人文交流的廣泛開展，都為中美
增進相互了解和戰略互信作出了重要貢獻。拜登在
習近平任國家副主席期間就與習近平實現互訪，相
互了解較深。雖說大國的外交政策不會因領導人個
人關係的親疏而調整，但中美國家領導人之間的良
好個人關係和密切交往卻是兩國在面對錯綜複雜的
各種國際挑戰時及時溝通協調，緩解分歧，避免誤
判，加強合作的一個重要條件。習近平作為國家元
首這次親自同拜登舉行會談，且會面時間長達5個
多小時，雙方有充分時間深入交流，了解相互戰略
意圖和政策走向。拜登此訪期間，中美再次確認了

加強對話、交流、合作，努力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
係建設的共識和決心。

眼未來 拓展合作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全

面深化改革的宏偉藍圖，將給中美在經貿、基礎設
施建設、城鎮化、清潔能源、環保等領域帶來交流
合作的巨大商機。繼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財政部長
傑克盧訪華後，拜登隨即訪華，為兩國在更高層次
謀劃經貿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良機。雙方結合
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進程和規劃，就啟動大型合
作項目、擴大相互投資、尋找新的合作增長點、推
進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和放寬民用高技術物項對華出
口等議題坦誠交換意見，將為兩國政府、企業加強
交流合作發揮引領指導作用，打好堅實基礎。

展現智慧 管控分歧
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作為對國際安全和發

展負有重要責任的大國，中美之間存在並不時出現
這樣那樣的分歧不足為怪。可貴的是，兩國已經總
結、積累了求同存異、有效管控分歧的寶貴經驗。
面對日本故意炒作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等問
題，雙方並不迴避分歧，而是探討通過加強兩軍交
往和外交努力，來增進戰略互信，化解分歧，減少
摩擦。這說明，拜登此訪把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放在了第一位。中美領導人登高望遠，有效管控分
歧，防止個別局部事件的分歧干擾中美關係大局，
展現了政治和外交智慧，符合雙方的利益，同時也
向世界發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充滿活力和希望的重
要信號。

建新型城市 法願向鄂傳經
艾羅參觀武漢神龍 稱增新車型生產

風度

「中法兩國的交流不僅僅局限於政府層面，也在於兩國人
民之間，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城市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艾羅表示，中國近幾年取得了傑出的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同時也帶動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隨城市規模不
斷擴大，也帶來環境和社會等深層次變化。法國希望和中國
成為合作夥伴。

排污節能 合作建示範城
近年來，法國埃松省、波爾多市等地與武漢在污泥處理、

建築節能、交通、碳排放等領域展開了一系列合作項目。艾
羅稱，「我們有更豐富的城市化經驗，優秀的建築師、工程
師來提供支持，法國政府以及相關企業希望將這些合作擴大
化，分享法國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經驗」。
「我所理解的新型城市是環境優美的、居住舒適的、居民

熱愛的城市。」艾羅介紹說，目前湖北與法國共建的可持續
發展新城項目已經成功完成最初幾個階段，希望雙方攜手將
這座新興城市打造成為在中國乃至全世界聞名的示範城市。
中法合作歷史源遠流長，近50年來，湖北省與法國在汽車
生產、能源交通、金融環保、科技教育、醫療衛生、基礎設
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成功豐碩。2010年4月，武漢城市圈作
為中法城市可持續發展合作試點的協議正式獲批，並簽訂了
中法可持續發展新城項目，拉開湖北與法國新一輪合作交流
序幕。目前，雙方正在進行可持續發展新型城市選址以及項
目相關構架工作。

試乘標緻 參訪歷史街區
艾羅此次在武漢訪問的全部行程包括前往神龍汽車公司參
觀生產線，在武漢市民之家了解當地城市規劃，參觀武漢江
灘歷史街區，接見法國僑民，在武漢大學發表演講並與學生
交流、赴中南醫院中法合辦急救中心、中法醫學班考察，最
後赴東湖國際會議中心會見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並發表《城
市可持續發展》演講。
神龍汽車公司作為中法最大的汽車合資項目成為艾羅武漢
之行的首站。在神龍二期總裝車間，艾羅親自試乘了標緻
2008、C4L兩款車型。在與神龍二期巾幗班員工交流時，艾
羅十分關心中國人是否喜愛標緻汽車。他亦表示，法國今後
將在中國投入生產更多標緻車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晶、梁珊珊 武漢報

道）法國總理艾羅轉抵湖北武漢展開訪華行程第

二站，昨日他在歡迎宴會上表示，中國政府新一

輪城鎮化是中法合作新的機會，法國將與湖北省

聯手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城市建設。艾羅並在

武漢參觀中法合資的神龍汽車生產線，透露未來

將有更多法國車型在華生產。

武漢法國人
內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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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aa
孟慶舒北京報道）在昨天舉行「環
球時報2014年會」上，眾專家就
「國際格局新變：權力中心轉移命
題是否成立」的議題進行了熱烈探
討。專家認為，儘管近年中國發展
迅猛，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但世
界「一超多強」的格局尚未改變，
世界權力中心未向中國轉移。
原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說，如
果說中國將成為世界權力中心，這
是太忽悠自己的說法，中國成不了
中心，也沒必要當什麼中心。當今
世界，「一超多強」的格局還沒有
改變。但能看到的趨勢是，美國雖
沒有衰落，但影響力在相對下降，
而中國在迅速發展，不過還沒有到
那個位置，沒有成為世界中心，不
存在權力中心轉移的問題。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認
為，「國家權力中心的轉移」這個
命題理論上成立，但是遠遠沒有成
為現實。國際權力包含的幾個要
素，包括政治、經濟、社會、人
文等，中國和美國的差距遠得不是
一星半點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關學
院副院長金燦榮則表示，儘管現在
世界權力中心並未轉移，但未來權
力轉移取決於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法新社報道，
為顯示政府滅赤的努力，法國總理
府窖藏的1瓶2004年、屬於頂級的
羅曼尼康帝（Romanie-Conti）紅
酒，6日在巴黎以1.05萬歐元（約
11萬港元）賣出，買家是一名來自
中國的27歲男子，成交價比預估高
出1倍以上。
這瓶紅酒來自被譽為生產最昂貴

葡萄酒的法國勃根地（Burgundy）
產區。而這次共拍賣1400瓶葡萄酒
也是法國政府籌款縮減財政赤字的
行動之一。這次拍賣所得超過17.3
萬歐元（約183萬港元）。
27歲黃姓男子投得後透露：「我

替朋友買的，他進口葡萄酒。」儘
管最搶手幾瓶佳釀售價不菲，但他
說，比起今年5月法國總統府拍賣
珍藏佳釀，總理府葡萄酒價格普遍
合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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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金磚國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第四次會
議6日在南非開普敦舉行。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和南
非、巴西、俄羅斯、印度有關高級官員出席。會議決
定，成立金磚國家網絡安全問題工作組。
據中新網報道，與會各方就當前國際和地區安全形

勢、反恐、網絡信息安全、交通運輸安全以及敘利亞、
阿富汗、伊朗核、非洲等共同關心的地區問題深入交換
意見，達成廣泛共識。會議決定，成立金磚國家網絡安
全問題工作組。
會議開始前，與會各國代表全體起立，為南非前總統
曼德拉逝世默哀。楊潔篪在發言中表示，亞洲相互協作
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將於明年5月在中國上海舉
行，中方願以此為重要契機，與有關各國一道，促進亞
洲地區共同安全和發展繁榮。
各方一致認為，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金磚國家
應該加強協調與協作，提升在全球事務中的發言權和影
響力，倡導並推動通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國際和地區熱
點問題，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發揮建設性作用。

對話武大學子 鼓勵人文交流

中國推動聯國設「世界城市日」
香港文匯報訊 第68屆聯合國大會第二委員會6

日通過有關人類住區問題的決議，決定自2014年起
將每年的10月31日設為「世界城市日」。這是中
國首次在聯合國推動設立的國際日，獲得了聯合國
全體會員國的支持。
據新華網報道，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第一次以

人類城市生活為主題，全面展示並深度演繹了「城
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主題。2010年10月31日上

海世博會閉幕之時，聯合國、國際展覽局和上海世
博會組委會共同發表《上海宣言》，倡議將每年的
10月31日設立為「世界城市日」。3年多來，在中
國政府和有關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國際展覽局全體
大會、聯合國人居署理事會和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先
後建議設立「世界城市日」，聯大二委最終做出正
式決定。「世界城市日」的設立將大大提升國際社
會對全球城市化進程的關注。

近百中外專家聚滬 研「中國夢」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夢國際研討會7日在上海

舉行，為期兩天。來自中國、美國、英國、法
國、德國、俄羅斯、印度、日本等20多個國家的
近百名專家學者，將圍繞「中國夢的世界對話」
這一主題開展深入研討活動。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主任蔡名照在開幕式上發表主題演講表示，中國
夢在中國成為全社會熱議的話題，也引起世界的
關注。
據新華網報道，蔡名照表示，習近平主席提出

實現中國夢，開啟了中華民族新世紀的築夢工程。
中國夢反映了億萬中國人民的美好憧憬，使中國人
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對民族振興的渴望被空前激
發起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努力，使中國正在發生深刻變
化，進一步增添了中國人民對實現中國夢的信心。

法國總理艾羅7日下午參訪武漢大
學，與中國學子「零距離」交流，
並就中法合作、法國語言、人才交
流等話題發表演講。
艾羅引用了中國古語「性相近，

習相遠」來解釋中法間的合作交

流，他談到中法在科學及教育上的
交流讓兩國人民更加貼近，尤其語
言是彼此交流的基礎。他並承諾，
法國政府將在中文教育上作出前所
未有的努力，加深了解中華文化精
髓。

在回答武大法律系大四生程夢珂
關於「法國政府如何保障中國留學
生在法安全問題」時，艾羅表示，
目前有35,000餘名中國大學生在法
國留學，法國政府提出將這一數字
上升至50,000名，不僅僅是數量的
增加，更在於留學生素質的提升，
尤其是碩士、博士間的交流，使得
中國成為在法留學生最多的國家。
他說，大多數法國民眾十分歡迎中
國學生赴法留學。法國政府除保證
留學生在法學習、生活安全外，還
建立了一些機構，讓留學生與法國
年輕人、藝術家、普通家庭接觸，
了解法國生活方式及文化。

■記者
肖晶、梁珊珊

武漢報道

■艾羅參
訪武大，
與學子合
影留念。

中新社

■艾羅在武漢參觀中法最大汽車合資項目神龍汽車有限公司，與員工親切握手。 中新社

■金磚國家安全會議在南非開普敦舉行。 新華社

■中國夢國際研討會在上海開幕，近百名專家
學者將展開研討活動。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