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四川
巴塘報道）「紀念川藏公路通車60
周年．川藏線紀行」活動第四天，
採訪團從四川雅江出發，經過288
公里的跋涉，於16日下午4時許抵
達四川巴塘縣城。這一天，採訪團
團員最興奮的是欣賞到了高原最美
的風景。
從海拔2,615米的康定出發，採

訪團一行便真正踏上了高原之旅。
10 月 15 日，翻越了兩座海拔超
4,000米的大山，16日則翻越了四
座超4,000米的大山。
16日上午10時許，採訪團一行

來到4,718米的卡拉子山山頂。光
芒四射的太陽，層層疊疊的山巒，
飄浮不定的雲彩，漫山遍野的彩
葉……被高原反應折磨得昏昏欲睡
的團員們，一下子被眼前的美景吸
引，紛紛跳下汽車擺着各種姿勢，
留下這美麗的瞬間。

畫家和攝影家的天堂
16日下午3時許，採訪團一行來
到理塘與巴塘之間的海子山。
遠處的雪山晶瑩剔透，在陽光下

折射出耀眼的光芒；近一點大山重
巒疊嶂，層次分明；近處的兩片海
子一大一小，猶如兩個藍寶石；在
碧藍碧藍的天幕大背景下，太陽通
過雲層不時調節着光照，這幅精美
的彩圖「動」了起來。男的、女
的，老的、少的，紛紛擺出各種姿
勢，享受着大自然的饋贈。
4時許，採訪團一行來到理塘地

界，團員們被一處彩林吸引，紛紛
要求停車「方便」。對面的山上，
紅的、黃的、綠的植物，讓整座山
披上了一件彩色的衣裳；近處的胡
楊，金黃一片在微風中搖擺起舞。
團員們或站着、或臥着、或跪着，
卡嚓卡嚓拍攝着眼前的美景。
隨手一拍便是一幅十分精美的照

片，同行一位走南闖北的老新聞人
說：「這裡真是畫家和攝影家的天
堂！」

天路腳下踩美景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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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北京市今後將
不太可能再出現如同「大褲衩」一般奇形怪狀的建築，
因為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文藝工作座談會時提出，不要
搞奇奇怪怪的建築。同時，習近平在會上還深情回憶了
自己的知青歲月，笑稱「那時叫PM250」。他還批評
稱，現在有不少諜戰影視劇不尊重歷史，給觀眾造成了
不良影響。

奇怪建築令人看得不舒服
據悉，近年來，中國陸續出現很多「奇奇怪怪」的建

築，而這些建築大多遭人吐槽，如「秋褲樓」、「釘子
樓」、「桶裝方便麵」等等，這些「奇奇怪怪」很多都
是源於當地的面子工程，為了提高城市的形象，但是很
多建築的結果並不如人意，甚至有的「奇奇怪怪」建築
只能觀看，沒有實際作用。

在2008年落成的中央電視台新大樓，因為外形類似
一條褲子，被民眾戲稱為「大褲衩」，多年來飽受詬
病。同時，與央視新大樓「大褲衩」遙遙相望的人民
日報新大樓最近也火了，微博中的一組新大樓的照
片，被網友送上「電熨斗」、「航母」、「夜壺」等
封號。撫順瀋撫新城標誌景觀生命之環更是令人感到
奇怪，造價上億元，目前卻僅剩下了「觀賞」這一項
功能。

憶知青歲月 笑稱「PM250」
有評論稱，近些年出現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築，無論

是初入眼簾還是仔細品味，都令人十分不舒服，土不土
洋不洋，中不中西不西，有些還大量浪費土地資源，有
些建築本身就是外國設計師把中國當作標榜前衛的實驗
場。

另外，在聽完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葉辛
的發言後，習近平在座談會上說：「我和葉辛同志都是
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一輩，你是在貴州，我是在陝北黃
土高原。從延安坐卡車到縣城延川，延川坐卡車到公
社，這一路過去，比現在的PM2.5可難受多了，我有一
天開玩笑稱那叫PM250。我覺得寫這些東西才是最真實
的生活。有這樣的經歷，看到這樣的現象，這是活生生
的。」
據央視報道，習近平在研討會上還提到網絡作家、簽

約作家、自由撰稿人、獨立製片人、獨立演員歌手、自
由美術工作者等新的文藝群體。他指出，古今中外很多
文藝名家都是從社會和人民中產生的，我們要擴大工作
覆蓋面，延伸聯繫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們，用全
新的政策去吸引他們，引導他們成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
的有生力量。

習近平：勿搞奇奇怪怪建築

中歐加強中東非洲反恐合作
專家指符雙方共同利益 助維護地區安全穩定

中國前9月對外投資增長逾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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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台
新大樓，被民
眾戲稱為「大
褲衩」，多年
來飽受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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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稱，李克強在
會晤中指出，歐盟是中國最大的

貿易夥伴，中歐互為發展機遇。雙方要
落實好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夥
伴關係，鞏固互信，開展經貿、能源、
城鎮化、互聯互通、金融、科技、人文
等全方位合作，加快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步伐，辦好明年「中歐夥伴年」。

中歐均願妥善解決摩擦
李克強表示，希望雙方堅持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通過對話與協商妥善解
決摩擦和分歧，確保中歐關係健康穩定
發展。同時，他亦強調，中歐應加強在
國際地區事務中的溝通協調，共同促進
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范龍佩和巴羅佐表示，歐中擁有廣泛
共同利益和廣闊合作空間。歐方感謝中
方對歐洲和歐元的信心與支持，將繼續
堅定奉行對華友好政策，本着相互尊
重、互利共贏的原則，與中方保持密切
的對話與合作，落實好《歐中合作

2020 戰略規劃》，妥善解決貿易摩
擦，盡早簽署歐中投資協定，為中方投
資者提供更好環境。
另據路透社報道，歐盟在會談結束後

發表聲明稱，「他們回顧了中東、北非
和薩赫勒（非洲地區）的局勢，同意加
強合作，在這些地區共同應對極端主義
和恐怖主義的威脅。」
報道稱，上月，中國政府謹慎回應
美國總統奧巴馬關於美國將建立廣泛
聯盟以應對「伊斯蘭國」武裝的講
話，稱國際社會應該共同打擊恐怖主
義，但中方主張在國際反恐鬥爭中應
尊重國際法，尊重有關國家主權、獨
立和領土完整。

雙方反恐合作空間廣泛
路透社報道亦引述中國官方媒體上月

報道指，中國新疆的武裝分子偷渡出
境，加入「伊斯蘭國」武裝接受恐怖訓
練。報道稱，此前部分歐盟國家已加入
打擊伊拉克境內「伊斯蘭國」目標的空

襲行動。
著名反恐問題專家李偉向本報指出，

中歐在中東和非洲的打擊極端主義和恐
怖主義合作空間廣泛。他介紹，歐洲與
中東和非洲在地緣上聯繫緊密，非洲不
少國家都曾是歐洲殖民地，很多歐洲移
民仍在非洲國家居住，歐洲國家在中東
和非洲的利益很大。另一方面，隨着近
些年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在中
東和非洲國家的利益也與日俱增，幫助

當地國家應對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威
脅，維護中東和非洲地區的安全穩定，
既符合中歐雙方共同利益，也符合整個
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
但同時，這位專家提醒，極端主義和
恐怖主義思潮在中東和非洲地區有一定
基礎，加上該地區動盪不安，極端主義
和恐怖主義思潮容易氾濫，中歐在共同
應對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威脅上亦將
面臨不小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宇軒、通訊員竇新青
島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日造訪德國，與德
國簽訂了多項商業與政府間協定。據中國南車青
島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透露，在李克強總
理訪德期間出席的第七屆中德經濟技術合作論壇
上，由中德兩國政府共同見證，成立「中德軌道
交通技術聯合研發中心」的合作協議在德國柏林
簽署。據了解，該合作協議是由中國南車青島四
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與德國德累斯頓工業大
學、德國斯圖加特大學簽署的。
據了解，成立中德軌道交通技術聯合研發中心

的合作協議是在此次李克強總理訪德期間，中國與
德國簽訂的一攬子經貿和技術合作協議之一，充分
體現了此次中德經濟技術合作論壇創新驅動發展的
主題。國家發改委專家稱，此次中外校企多方合作
開創了協同創新新模式，必將持續提升中國軌道交
通技術的創新能力，對我國軌道交通和高鐵等高端
裝備產品「走出去」具有重要意義。
據合作協議簽字人中國南車四方股份公司總經

理馬雲雙介紹，此次該公司與德國兩家著名大學
建立聯合研發中心，將以軌道交通車輛新技術、
新結構、新材料為切入點，開展技術合作與研
究，在歐洲建立起聚合新技術的「橋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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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當地

時間15日晚上，在米蘭同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和歐盟委員會主席

巴羅佐舉行會晤，雙方重申將加快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步伐。歐盟在

會談結束後發表聲明稱，雙方回顧了中東、北非和薩赫勒（非洲地

區）的局勢，同意加強合作，在這

些地區共同應對極端主義和恐怖主

義的威脅。北京反恐專家指出，中

歐共同應對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

威脅符合中歐雙方共同利益，有助

維護中東和非洲地區的安全穩定。

■李克強同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右）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左）舉行會
晤。 新華社

■「中德軌道交通技術聯合研發中心」合作協議
簽署儀式。 本報青島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中國對
外直接投資持續增長。商務部昨日公布數據顯
示，今年前三個季度中國累計實現對外投資
749.6億美元，同比增長21.6%。商務部新聞發

言人沈丹陽稱，數據表明，中國企業參與全球
經濟一體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中國企業對外投
資深受世界各國歡迎。沈丹陽當天還否認了外
界對9月出口數據存在「虛高」的質疑，認為增
速屬正常。

得益強勁市場動力和政策支持
沈丹陽當天在商務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今
年前三季度中國對外投資保持着良好的態勢。
前九個月，中國對歐盟的直接投資累計90億美
元，增長了218%，翻了兩倍多；對美國的投資
增長28.2%，對俄羅斯的投資增長69.7%。中國
企業在礦業、製造業領域的跨國投資併購活
躍，是中國對外投資中的亮點。
沈丹陽認為，數據的快速增長得益於強勁的

市場動力和政策支持。一方面，來自於中國企
業、中國市場內生的「走出去」需求，以及所
投資東道國市場的需求造就了中國對外投資強

勁市場動力；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積極支持企
業「走出去」的政策因素，以及各個國家歡迎
中國企業到本國投資也有促進作用。

上月出口現高增長屬正常
此外，在外貿整體不景氣的情況下，今年9

月內地出口增速達到15.1%，創下19個月新
高。多家研究機構紛紛指出，外貿出口的高增
長背後有「水分」。對此，沈丹陽當天回應，
這個增速屬正常，既得益於外貿穩增長政策措
施的見效和國際市場需求的回暖，也與去年同
期的基數相對比較低有關。
沈丹陽說，除了內地對香港出口加快外，9月

當月，內地對歐盟、東盟市場出口分別增長
14.5%和14%，比上月分別加快2個和1個百分
點。不過，商務部也注意到內地對香港出口中
有個別商品增長迅猛，對此商務部將會同有關
部門進一步加強監測，深入分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商務部新聞發言
人沈丹陽昨日介紹，經中歐雙方商定，中國商務部部長
高虎城將與歐委會貿易委員德古．赫特於明天（18日）
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主持召開第28屆中歐經貿混委會，
無線通信設備爭端將是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
今年3月，在習近平主席訪問歐盟總部前夕，中歐就

解決無線通信設備反傾銷爭端達成了一致，歐委會宣布
撤銷對中國無線通信設備的反傾銷調查。之後雙方就無
線通信設備反補貼爭端又進行了多輪磋商和對話。
「我們期待在本屆混委會上，雙方能就最終解決這一

爭端達成一致，為中歐無線通訊產品的貿易和產業發展
創造有利環境。」沈丹陽說，中方還期待歐方在未來慎
用貿易救濟措施，妥善處理貿易摩擦和分歧，共同維護
中歐合作大局，保持中歐關係能夠健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商
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昨日透露，經貿領域
議題將是即將舉行的APEC領導人會議周的
重頭戲。中方將圍繞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這
一主線，重點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
沈丹陽介紹，這次APEC領導人會議的

主題是「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
係」。在這個主題下有三個重要的議題：
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創新發
展、改革與增長，加強全方位互聯互通和
基礎設施建設。
「由這三個議題可以看出經貿領域的議題

將是重頭戲。」沈丹陽說，中方將圍繞推動
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一主線，重點推進亞太自
貿區建設，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和反對貿易保

護主義，促進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連接、合
作，推動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
沈丹陽表示，今年是APEC成立25周
年，也是茂物目標確立20周年，今年的
APEC會議承擔着承前啟後的特殊使命，
對於亞太地區經貿合作未來走向意義重
大。中方希望和各方一道攜手努力，共同
推動APEC中國年在經貿領域取得富有意
義、面向未來、惠及亞太的成果，為推進
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建設，為促進亞
太地區共同繁榮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據悉，APEC第22屆領導人會議將於11

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在領導人會
議前，11月7日至8日還會舉行外交和貿
易雙部長會議。

中歐明開會
商解無線通信設備爭端

中方將在APEC力促亞太自貿區建設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回答記者問題。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