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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綜合報道）經

過前後逾20小時的飛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今晨乘專機抵達巴西，將出席一連兩天在福

塔萊薩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隨

後他將繼續對巴西進行國事訪問。巴西總統羅

塞夫日前接受央視專訪時希望中國加入巴西鐵

路建設項目。消息指，

中巴將簽署近20項雙邊

協議，涉及交通、能

源、物流、食品行業

的投資計劃，包括

鐵路及海上石油

鑽探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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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希臘總理薩馬拉習近平在希臘總理薩馬拉
斯陪同下斯陪同下，，參觀羅德島著名參觀羅德島著名
的騎士城堡的騎士城堡。。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在希臘羅德島會見希臘總統帕
普利亞斯。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綜合報道：：出訪拉丁美洲的國家出訪拉丁美洲的國家
主席習近平主席習近平，，1313日過境訪問希臘日過境訪問希臘，，在羅德島騎士在羅德島騎士
城堡會見希臘總理薩馬拉斯城堡會見希臘總理薩馬拉斯。。習近平稱中方繼續習近平稱中方繼續
支持希臘應對債務問題支持希臘應對債務問題，，不斷把兩國全面戰略夥不斷把兩國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推向前進伴關係推向前進。。

報紙中文歡迎習主席報紙中文歡迎習主席
習近平到訪希臘習近平到訪希臘，，羅德島報紙羅德島報紙《《民主報民主報》》1313日日

在頭版發表題為在頭版發表題為《《一個偉大友好國家領導人的歷一個偉大友好國家領導人的歷
史性訪問史性訪問》》文章文章，，並用中文紅色大字體寫着並用中文紅色大字體寫着「「熱熱
烈歡迎習近平主席蒞臨羅德島烈歡迎習近平主席蒞臨羅德島」。」。文章說文章說，，熱情熱情
好客的羅德島人民祝願習近平主席身體健康好客的羅德島人民祝願習近平主席身體健康，，祝祝
願中國在習主席領導下取得跨越式發展願中國在習主席領導下取得跨越式發展，，祝願中祝願中
國繁榮昌盛國繁榮昌盛。。

積極參與當地鐵路改造積極參與當地鐵路改造
習近平與薩馬拉斯舉行會談時指出習近平與薩馬拉斯舉行會談時指出，，中希中希

在對方困難和需要時守望相助在對方困難和需要時守望相助，，結下深厚友結下深厚友
誼誼。。中方將繼續支持希臘應對主權債務問中方將繼續支持希臘應對主權債務問
題題、、推動經濟復蘇的努力推動經濟復蘇的努力，，願意同希方更多願意同希方更多
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分享中國發展機遇，，不斷把兩國全面戰略夥不斷把兩國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推向前進伴關係推向前進。。重點推進交通基礎設施重點推進交通基礎設施、、
海洋海洋、、能源能源、、綠色經濟等領域合作綠色經濟等領域合作。。中方支中方支
持中國企業經營好比雷埃夫斯港項目持中國企業經營好比雷埃夫斯港項目，，積極積極
參與希臘鐵路技術改造參與希臘鐵路技術改造，，使希臘成為中歐合使希臘成為中歐合
作的重要橋頭堡和中轉站作的重要橋頭堡和中轉站。。
薩馬拉斯表示薩馬拉斯表示，，歡迎中國企業擴大對希臘港歡迎中國企業擴大對希臘港

口口、、鐵路鐵路、、機場投資經營機場投資經營，，將希臘作為進入歐洲將希臘作為進入歐洲
市場的門戶市場的門戶。。
習近平還在薩馬拉斯陪同下參觀了著名的騎士習近平還在薩馬拉斯陪同下參觀了著名的騎士

城堡和城堡內的愛琴海學院城堡和城堡內的愛琴海學院。。習近平表示習近平表示，，中方中方
願同希方一道加強教育願同希方一道加強教育、、旅遊合作旅遊合作。。明年是中希明年是中希
海洋合作年海洋合作年，，希望雙方為構建和平安寧合作的國希望雙方為構建和平安寧合作的國
際海洋秩序作出貢獻際海洋秩序作出貢獻。。

希臘特意安排會見在羅德島希臘特意安排會見在羅德島
世界文化遺產世界文化遺產——騎士城堡騎士城堡（（又又
稱中世紀城稱中世紀城，，Palace of thePalace of the
Grand MasterGrand Master））舉行舉行，，該城堡該城堡
位於羅德島北部港口位於羅德島北部港口，，建於建於1414
至至1515世紀世紀，，是迄今保存最為是迄今保存最為
完好的歐洲中世紀騎士城堡之完好的歐洲中世紀騎士城堡之
一一。。據歷史記載據歷史記載，，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東征
期間期間，，醫院騎士團佔領了羅德醫院騎士團佔領了羅德
島島，，統治二百年間統治二百年間，，將一個小將一個小
港口變成堅固堡壘港口變成堅固堡壘。。如今的舊如今的舊
城區被一堵厚達十二米的黃色城區被一堵厚達十二米的黃色
圍牆重重包圍圍牆重重包圍，，
內設酒店內設酒店、、餐餐
廳廳、、購物廣場購物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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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習
近平對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古巴等拉美
四國展開國事訪問，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
治研究所研究員沈驥如向本報表示，近期中國
與拉美之間經貿關係發展勢頭良好，資源型產
業合作、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的發展空間巨大。
習近平是次拉美之行的主要議題聚焦經貿，意
在力促中拉關係全面升級。

貿易追貼日本 經濟互補性強
目前，中國已成為拉美第三大貿易夥伴國和

主要投資來源國，拉美是全球對華出口增速最

快的地區。去年中國與拉美的雙邊貿易額達
2,600多億美元，接近中國與日本的雙邊貿易
額，中國在拉美的投資達682億美元。沈驥如
表示，中拉經濟互補性明顯，長期以來，資源
性產業合作是中拉合作重點，近年雙方合作領
域正在不斷拓展。

港企投3千億 建尼加拉瓜運河
據沈驥如介紹，目前，拉美國家正在積極發

展物流業。在巴拿馬運河運力飽滿的情況下，
尼加拉瓜於今年7月正式批准中國香港的一間
公司來承辦尼加拉瓜運河項目，該運河規劃的

長度將是巴拿馬運河的三倍多，意在進一步加
強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海運，投資額達400億美
元（約3102億港元）。「巴西總統近期亦公開
表示，希望中國能參與巴西的鐵路建設項目
等。由此可見，僅在基礎設施方面，中國與拉
美的合作就有大量的潛力有待挖掘。」
是次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將討論建立金磚國

家開發銀行及應急儲備基金。沈驥如表示，有了
這兩項金融安排，作為金磚國家中
唯一拉美國家，巴西的基礎設施建
設就能從金磚開發銀行得到融資，
這有助於進一步推動中巴合作。

中拉經貿旺 基建物流潛力大

中國製造攻陷巴西
■機械：中國品牌汽車起重機對巴出口額突破1.4億美

元，佔當地市場85%，其中三一起重機市場佔有率兩
年冠。

■ 汽車：巴西汽車市場上數十個品牌中有12個來自中
國，包括奇瑞、江淮等。比亞迪、中國南車的新能源
客車也登陸巴西。

■ 通訊：華為進入巴西市場十來年，員工4000多名，
幫助培訓數千人，去年銷售額達15億美元，佔市場
40%。

■ 能源：中海油、中石油中標巴
深海油田的部分開採權，中
化集團收購巴西油田大筆股
權。

■交通：中國國航、中國外運和
中海運等在巴西設立了代表

處或公司。
■ 金融：中國銀行、國

家開發銀行、中國工
商銀行等已相繼在
巴西開展經營業
務。

■資料來源：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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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金磚五國（BRICS，包括巴
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第六次峰會舉
行在即，新加坡《聯合早報》14日發表印度華裔
學者譚中的文章稱，金磚五國能否加強團結、習
近平參加峰會與走訪拉美相結合以及中印領導人
會晤將成為此次峰會的三大看點。
針對第三看點，文章指出，印度新總理莫迪雖
屬首次訪問美洲、首次在國際公眾場合與國際風
雲人物握手碰杯，但他最期望的卻是與中國領導
人習近平會晤，開始印中峰層交往。

命運共同體 應從中印做起
在尼赫魯時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尼赫

魯和印度政界親切稱為「潘查希拉」（Panch-

sheel），它實際上是印度「不結盟」外交政策的
蓓蕾。現在尼赫魯時代成為歷史，「不結盟」外
交政策也無法持續。代之而起的會是印度積極到
亞洲、甚至世界舞台上扮演角色。那就是說，在
今後的歲月裡，中國北邊有積極角色俄羅斯，東
邊有積極角色日本，西邊會有積極角色印度，但
這並不全是壞事。
印度在亞洲與世界舞台扮演積極角色絕對不會

對中國不利，當然，那就要看中國是否能當好
「和平崛起」的「文明大國」。習近平提倡把全
球變成「命運共同體」，這應該從中印之間做
起，而莫迪新政府對中國釋放出的巨大善意又正
是大好機會。習近平與莫迪在巴西會晤，一定會
有新鮮事物引起全球注意的。

金磚首晤印度新總理受矚目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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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車為巴西製造的最新款EMU電動車。資料圖片

■習近平與薩馬拉斯舉行會談。 新華社

習近平抵巴西 金磚峰會揭幕

中巴將簽中巴將簽2020大單大單 涉鐵路能源涉鐵路能源

訪拉美四國行程
第一站 巴 西 7月14-17日
主要活動：參加金磚峰會，出席金磚國

家與南美國家聯盟領導人對話會，中拉

領導人會晤

簽署合作文件：近20項雙邊協議，包括

鐵路合作諒解備忘錄

第二站 阿 根 廷 7月18-20日
主要活動：會晤克里斯蒂娜總統等阿方

領導人

簽署合作文件：涉基礎設施建設、交

通、金融、能源等領域

第三站 委內瑞拉 7月20-21日
主要活動：同馬杜羅總統會談

簽署合作文件：涉能源礦產、金融、基

礎設施等領域

第四站 古 巴 7月21-23日
主要活動：同古巴共和國國務委員會主

席兼部長會議主席勞爾會談

簽署合作文件：涉經貿、農業、生物技

術、文化、教育等領域

■資料來源：中新社、網上資料

■■希臘報紙以中文歡希臘報紙以中文歡
迎習主席迎習主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今年是中巴建交40周年，羅塞夫在巴西首都巴西利
亞接受央視專訪時並充分肯定了中國在金磚國家

中的作用，並就鐵路建設合作向中國招手。「我們非
常希望中國加入到巴西的鐵路建設項目中。我知道中
國經歷了鐵路大發展時期，中國在鐵路建設上擁有成
功的經驗和成熟的技術，我們希望中國能夠幫助巴西
開展鐵路建設。」

看準中國鐵路經驗
巴西駐華大使雷昂表示，在習近平與羅塞夫會面後，
雙方將簽署近20項雙邊協議，「巴西希望中國參與巴西
的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在物流和鐵路方面，在這方面
中國有豐富的經驗和大型的企業。」他相信，中國會加
大在巴西的投資，並在幾年後會成為巴西五大外資來源
國之一。
雷昂表示，羅塞夫將邀請中國企業參與巴西國內建設
項目的工程競標。另外，巴西希望基礎設施吸引更多中
方投資，鐵路建設為重點。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未來數日將宣布在巴西

交通、能源和食品行業的投資計劃。巴西－中國工商總
會會長唐凱千表示，中巴合作相關項目可能包括鐵路、
發電廠和石油鑽井平台，並將令巴中兩國受益。

提高輸華產品價值
巴西發展、工業和貿易部長博爾熱表示，巴西和中

國正尋求轉變兩國的經濟互動方式。巴西希望向中國
出口更多價值較高的產品，如加工食品、紙漿和紙產
品以及飛機等。中國是巴西最大的貿易伙伴，去年從
巴西進口了218億美元的產品，主要是鐵礦石和大豆等
大宗商品。
博爾熱斯說，中國仍將是巴西在大宗商品行業的重要

伙伴國家，但他們希望擴大對中國出口的產品範圍。
數據顯示，2013年，中巴雙邊貿易總額突破900億美
元，巴西是中國在拉美地區和金磚國家中的最大貿易夥
伴。中國是巴西第一大貿易夥伴。截至2013年年底，中
國累計對巴西各類投資達到176.4億美元，設立企業近
100家，其中不乏一些龍頭企業。

■巴西總統羅塞夫捧
着中國造的世盃比賽
用球。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