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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很多人都關注中美會在氣候變
化問題上達成哪些成果，首先我將以實際
行動支持相關對話。」昨日上午，中美戰
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國務院副總理汪
洋的開幕式致辭，短小精悍，只有短短數
分鐘。

談及全球關注的氣候變化問題，一向幽
默風趣的汪洋亦舉重若輕。他在致辭最後

詼諧地稱：「我講話講短一些，縮短
時間，以實際行動減少對話開幕式的
碳排放，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做貢
獻。」 ■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
報道）昨日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
幕式上，美國總統奧巴馬特別代
表、國務卿克里在致辭時批評有關
美國重返亞太是針對中國的說法。
他強調，美國絕不遏制中國，美國
歡迎中國崛起，雙方間的分歧只是
某些議題上的分歧。他稱，中美在
彼此的成功中都有很大利益，不相
信兩國的衝突不可避免。
克里在開幕式上致辭時形容，此
次中美均派出十幾個部門，美國幾
乎把華盛頓搬到了北京。他指出，
中美對話將強調共同繁榮，共同促
進貿易，而這取決於雙方信任和對
對方利益的了解。

稱不信衝突不可避免
克里強調，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
係不只是說說而已，還取決於雙方

行動。他稱，「中美在彼此的成功
中都有很大利益，我不相信守成大
國和新興大國間的衝突不可避
免。」克里指，中美致力於走和
平、繁榮、合作、競爭的道路，構
建新型大國關係，中美有競爭但絕
不衝突，雙方會妥善處理分歧。
克里又批評一些學者有關美國在

亞太的許多行動是針對中國、遏制
中國的觀點，克里強調，美國在亞
太的行動絕不是遏制中國，美國歡
迎中國為地區和全球的繁榮穩定做
貢獻，雙方間的分歧只是某些議題
上的分歧，雙方會誠實的討論分
歧，建立長期夥伴關係。
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在聯合開幕

式上致辭時亦稱，中美經貿增長迅
速，繁榮的中國有利於全球，中美
間雖有分歧，但兩國共同利益非常
強大有力，遠遠大於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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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釣魚台國賓館二號樓的記者
休息室裡，幾個疲憊的記者，顧不上形
象，也不分男女，趁着採訪間隙，或側或
趴，「齊聲」睡起了「懶覺」，甚至還有
人席地而坐打瞌睡，上演「釣魚」。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日程安排緊湊，內
容豐富，雙方各18個部門負責人直接對
話，在人民大會堂和釣魚台數十場活動，
是個新聞富礦，參加採訪的記者馬
不停蹄，很多早上五六點起床，要
不停連軸轉場採訪，甚至來不及吃
飯。 ■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記者釣魚台席地「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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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財政部部
長樓繼偉昨日在就中美經濟對話吹風時指，美國退
出量化寬鬆政策是好事，但是應有序進行，避免波
動對其他國家造成負面溢出效應。他說，美國退出
量化寬鬆令發展中國家的熱錢流出，這對包括中國
一些國家的貨幣管理上帶來困難。中方希望美方關
注並且理解，中國仍需要對匯率進行干預。
樓繼偉說，美國在對話中就人民幣匯率政策提

出是否中方不需要干預問題，但在中方認為在目前
經濟沒有完全復甦、資本跨境流動不是很正常的情
況下，中國仍需要對匯率進行干預。他稱，全球經
濟仍面臨不確定性，全球經濟復甦仍依賴於美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恐怖主義就
是恐怖主義，無論發生在哪裡，出於什麼原因，
以什麼樣形式，針對什麼對象，國際社會都應明
確一致反對和共同打擊，不應存在任何雙重標準
或三重標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
國務委員楊潔篪昨日在北京舉行的第六輪中美戰
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的戰略對話上說。
楊潔篪指出，恐怖主義對中國造成傷害，也對

美國造成傷害。2001年中美建立反恐合作機制以
來，雙方合作取得不少積極成果。
楊潔篪表示，當前形勢下，中美都面臨日益增

加的恐怖威脅和挑戰，雙方要用好反恐磋商等有
效平台，加強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

楊潔篪：
反恐不應有多重標準

兩國戰略經濟對話 奧巴馬籲擴合作控分歧

習近平：中美對抗 全球災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昨日在

北京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中美關係

發展提出四點主張（見附表）。他強

調，中美要不為一事所惑，不為一言所

擾，對抗對兩國和世界肯定是災難，合

作則兩國和世界都有利。他建議，應該

加快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深化兩軍對

話，完善溝通和合作機制。美國總統奧

巴馬則發表聲明，宣布將於11月訪華，

並指美方致力於與中方一起構建新型大

國關係，擴大務實合作，建設性地管控

分歧。

7月9日是一個普通日子，但在中美關係
中，卻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43年前
（1971年）的7月9日，時任美國總統國家
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為當時的
美國總統尼克遜（內地譯尼克松）次年
「破冰之旅」鋪路。43年過去了，中美關
係一路以來「風雨兼程」，但兩國共同利
益遠大於分歧，雙邊關係發展的深度和廣
度即便是當年的開路者相信也無法想像。
昨天，中美三大對話會議同時在北京開

幕，就是一個標誌。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訪華，開啟

了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管道，一時轟
動全球，不但改變了國際關係大格局，也
開啟了兩國交流合作新時期。當時，中美
的交流幾乎是「零」，但 43 年後的今
天，兩國已建立了90多個政府間對話機
制。雙邊貿易額去年達到 5,200 多億美
元，雙向投資存量已超過1,000億美元，
兩國人員往來每年超過400萬人次。

儘管中美關係緊密程度已是前所未有，
但人民幣匯率、貿易摩擦、市場開放、對
台軍售、施壓人權、東海聯合軍演秀肌
肉、插手南海爭端、重返亞太打造對華包
圍圈……近年來，中美間的分歧與摩擦也
不絕於耳。中美兩國，到底孰是孰非？

「中美感冒 全球咳嗽」
作為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到底該如何

實現真正共同繁榮，仍是不少人的疑問。中

國網民說，美國是要忽悠中國；美國有人
稱，中國是潛在威脅。但事實上，美國是世
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發
展中國家，中美經濟總量佔全球三分之一、
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貿易總量佔世界五分
之一。可謂「中美感冒，全球咳嗽」。

中美正在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但並不是
一條坦途。這其中，關鍵是雙方要了解和
尊重彼此關切，互利互讓。相信只要中美
堅持相互尊重、聚同化異，保持戰略耐
心，不為一事所惑，不為一
言所擾，中美關係大局就
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
台。

■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任憑風浪起 穩坐釣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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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幽默：少講話減排放

昨日上午，習近平在中美對話聯合開幕式上發
表題為《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講

話。「中美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中美合作
可以辦成有利於兩國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對抗對
兩國和世界肯定是災難，雙方更應該加強和堅持
合作，避免對抗，既造福兩國，又兼濟天下。」
習近平指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出現一些困
難甚至波折不足為怪，也不可怕，關鍵是要共同
解決問題，而不能被問題牽着鼻子走。

習：勿錯誤判斷彼此戰略意圖
展望今後一個時期中美關係發展，習近平提出
四點看法和主張，強調中美如何判斷彼此戰略意
圖，將直接影響雙方採取什麼樣的政策、發展什
麼樣的關係。不能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犯錯，否則
就會一錯皆錯。「中國人民珍愛和平，崇尚『和
為貴』，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對於中美間的分歧和摩擦，習近平認為在所難
免，指雙方應該認清兩國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
歧；應該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尊重彼此主權和
領土完整，尊重彼此對發展道路的選擇，不把自
己的意志和模式強加於對方；應該善於管控矛盾
和摩擦，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建設性方式增進
理解、擴大共識。
談及深化中美合作，習近平指出，雙方應該創
新思維，不斷挖掘合作潛力；應該加快雙邊投資
協定談判，爭取早日談成一個高水平、雙向平衡
的協議；應該深化兩軍對話，完善溝通和合作機
制；應該在雙向和互利基礎上，共同打擊一切形
式的恐怖主義；應該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應該加
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

奧：歡迎中國穩定和平繁榮崛起
奧巴馬在聲明中祝賀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召
開。他表示，美國歡迎一個穩定、和平與繁榮的
中國崛起，致力於與中方一起構建新型大國關
係，擴大務實合作，建設性地管控分歧。兩國應
該向全世界表明，即使關係複雜，雙方依然決心
「讓合作來定義整體關係」。
奧巴馬表示，他將於今年11月訪問北京，參加

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期待屆時與習
近平討論廣泛議題。「這將是我本人第二次訪
華，美中正在慶祝建交35周年，我想不出比現在
更好的推進兩國關係的時機。」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和汪洋、國務委員楊
潔篪，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財政部長雅各布
．盧出席開幕式。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
公廳主任栗戰書昨日分別與俄羅斯總
統辦公廳主任伊萬諾夫見面。俄媒引
述伊萬諾夫稱，習近平與他見面時表
示，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與外國總統
辦公廳進行的首次接觸，表現了兩國
戰略協作關係的特殊性。
據新華社報道，栗戰書9日在人民

大會堂同伊萬諾夫舉行會談。栗戰書
說，在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引領
下，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蓬勃

發展。兩國元首5月上海會晤就進一
步增進中俄政治和戰略互信、深化全
方位合作達成重要共識，中共中央辦
公廳願同俄羅斯總統辦公廳密切合
作，積極協調督促有關部門把共識落
到實處。
據俄新網報道，習近平向伊萬諾夫

表示，俄國總統辦公廳代表會見中共
中央辦公廳主任具有十分積極意義。
習近平認為，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與
外國總統辦公廳進行的首次接觸，表
現了兩國戰略協作關係的特殊性。

中俄元首辦公廳主任首會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中國商務
部部長助理張向晨昨晚就經濟對話貿易和投資專
題會議情況吹風時表示，中美雙方已商定將於7
月28日至8月1日在華盛頓舉行第14輪中美投資
協定談判，就協定文本繼續進行深入談判。未來
雙方將加快談判節奏，爭取早日談成一個高水
平、雙向平衡的協議。
張向晨介紹，中美投資協定談判包括文本談判
和負面清單談判兩部分，目前雙方在文本談判取
得很大進展，待雙方就文本基本達成一致後，將
盡快開啟負面清單談判。
至於談判難點，他稱，中美經濟發展水平不

同，監管能力有差異，但他有信心雙方最終達成
雙贏的協定。

商務部：
中美月底談判投協

樓繼偉：
美退市 華需干預匯率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國務委員楊潔篪國務委員楊潔篪，，將與美國國務卿克里將與美國國務卿克里、、財財
長雅各布‧盧共同主持戰略與經濟對話長雅各布‧盧共同主持戰略與經濟對話。。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將與克里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將與克里
共同主持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共同主持人文交流高層磋商。。 新華社新華社

氣 候 會 議
氣 候 會 議

戰 略 對 話
戰 略 對 話

開 幕 式
開 幕 式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右右））昨日昨日
在人民大會堂同俄羅斯總統辦公廳主任伊在人民大會堂同俄羅斯總統辦公廳主任伊
萬諾夫舉行會談萬諾夫舉行會談。。 中新社中新社

■開幕式結束，克
里向起身離席的習
近平致意。 中新社

習近平對中美關係四點主張習近平對中美關係四點主張
第一第一，，增進互信增進互信，，把握方向把握方向。。

第二第二，，相互尊重相互尊重，，聚同化異聚同化異。。

第三第三，，平等互利平等互利，，深化合作深化合作。。

第四第四，，着眼民眾着眼民眾，，加深友誼加深友誼。。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葛沖

習近平讚意義十分積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