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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簽多項能源合作協議
習近平晤普京 同意進一步加強務實合作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會見了出席亞太經合組織
會議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聽取了梁振英
對香港當前形勢和特區政府工作情況的匯報。習
近平不僅重申「三個堅定不移」，而且強調依法
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強調中央政府充分肯
定、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特
別是為維護法治權威、維護社會秩序所做的大量
工作。習主席的講話至少傳達了三方面的重要信
息：一是堅定不移「挺梁」；二是強調中央對港
政策不會因為違法「佔中」而改變；三是強調
「依法治國」之下的「依法治港」，全力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處置違法「佔中」。

習近平指出，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
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強調依法保障「一國兩
制」實踐，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依法
保護港澳同胞利益。這是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邁出的重要一步，對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促進香港長治
久安具有重要意義。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
踐，必須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的法律依據來自憲法和基本法，是特首
普選的憲制基礎，具有不可動搖的法律地位，亦
獲香港廣大市民支持。非法「佔中」對抗憲法和
基本法，挑戰中央主權，要求中央撤回人大決

定，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習近平強調，中央將繼續堅定不移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
進民主發展；堅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習近平再次重申「三個堅定不移」，表明中央真
正關心香港，支持香港發展的方針政策不會因為
違法「佔中」行動而取消或改變。這是給香港市
民的一顆「定心丸」。

習近平指出，法治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
基石，中央特別肯定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為維護法治權威、維護社會秩序所做的大量工
作。香港崇尚法治，香港的繁榮要靠法治來保
障。歷史清楚表明，法治在香港經濟騰飛、走向
世界、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歷程中，具有重要
意義。非法「佔中」行動肆意破壞法治，挑戰警
方執法，漠視法庭權威，嚴重破壞香港享譽全球
的「法治社會」聲譽。習近平的講話再次表明，
中央充分肯定和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
法處置「佔中」違法活動，不容許任何激進違法
活動動搖香港的法治根基，危害香港繁榮穩定的
大局。香港警隊秉持堅毅克制的專業精神，面對
騷亂滋擾的緊急關頭，忠於職守，忍辱負重安定
大局，不僅贏得廣大港人尊重和讚揚，也得到中
央的充分肯定和全力支持。 （相關新聞刊A2版）

中央全力支持特首維護法治秩序
亞太自貿區建設是本屆APEC最受關注的

議題之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工商領導
人峰會講話中呼籲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
程。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意義重大，不
僅有望化解區域內不同自貿安排的競爭困
局，而且可以推動地區文化朝大國合作、
包容共贏的方向發展，並推動地區秩序轉
型。

正如習近平所指出，亞太的未來正處在關
鍵的路口，要攜手打造開放型亞太經濟格
局，既要把區域經濟一體化提升到新高度，
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也要堅持開放的
區域主義理念，推動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和區域合作架構，讓亞太的大門始終向全世
界敞開。

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將帶來兩方面的
積極影響：

一是亞太自由貿易區將為成員經濟體注入
新的活力。它與中國提出的建設絲綢之路經
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及籌建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一系列重大構想一道，
將為APEC各方創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二是亞太自由貿易區推動全球貿易發展。
亞太佔世界人口的 40%、經濟總量的 57%、

貿易總量的 48%，是全球經濟發展速度最
快、潛力最大、合作最為活躍的地區，是世
界經濟復甦和發展的重要引擎。啟動亞太自
由貿易區進程，將能推動全球的多邊貿易談
判，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亞太自貿區的構想早在2004年就由APEC
相關會議提出，但由於「目標過於宏大」、
「難以駕馭」等原因而擱淺。中國所宣導的
開放、包容的發展理念從中起到了推動作
用，激發了APEC成員對亞太自貿區的熱情
和期盼。隨北京APEC會議正式啟動亞太
自貿區進程，在路線圖的指引下，當前區內
各相關自貿安排有望增強交流資訊，統籌協
調進程，共同推動2025年建成亞太自貿區目
標的實現。

亞太自貿區進程的重要性不僅只是技術層
面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它推動地區文化更
穩定地走向大國合作、包容共贏的象徵意
義。亞太自貿區是一個開放的理念，不是取
代、更不是吃掉現有的自貿安排，而是將它
們看作亞太自貿區的實現途徑。只要各方本
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思維，亞太自
貿區的美好圖景是能夠實現的。

（相關新聞刊A10版）

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意義重大

中新社報道稱，習近平在會見時指出，
今年以來，我同你保持密切溝通，

就發展中俄關係加強頂層設計和戰略引
領，栽培中俄友好合作常青樹，我們收穫
了豐厚果實。雙邊貿易額和雙向投資持續
增長，東線天然氣管道和東西兩線增供原
油等一批大項目合作取得重要進展，務實
合作向聯合研究開發、推廣應用、生產製
造的新模式轉變，人文交流紅紅火火，在
國際事務中協調和配合更加密切有效。兩
國國內支持發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的呼聲越來越高。

發展中俄關係順應兩國民心
習近平表示，這說明我們確定的發展
兩國關係的方針順應兩國民心，順乎時
代潮流，是大勢所趨。不管國際風雲如
何變幻，我們都要把堅持發展中俄關係
作為本國外交優先方向，不斷增進政治
和戰略互信，不斷擴大和深化全方位合
作。
普京表示，我完全贊同習近平主席對
俄中關係的評價。我們都大力推動俄中
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政治對話
不斷加深，能源合作進展順利，經貿合

作取得更多實際成果。雙方在國際事務
中密切協作，有力維護了世界和地區安
全穩定。相信我們今天的會晤將為俄中
關係發展注入新動力。
兩國元首一致認為，新形勢下，中俄
務實合作領域更廣、更緊密，加強能源
合作對維護兩國能源安全意義重大。雙
方要如期推進東線天然氣管道建設，盡
快啟動西線天然氣項目，積極商談油田
大項目合作，探討核電、水電合作新項
目。雙方還同意加強高鐵、高技術、航
天、金融等領域合作。

兩合作協議涉西線供氣
兩國元首要求雙方有關部門落實好

《中俄共同舉辦慶祝第二次世界大戰勝
利70周年活動計劃》，以此為重要契
機，共同維護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
和戰後國際秩序。
兩國元首同意，保持溝通和協調，共
同推動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
非正式會議取得成功。雙方還就共同關
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
兩國元首共同見證了一系列合作協議

的簽署，包括《關於通過中俄西線管道

自俄羅斯聯邦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供應天
然氣領域合作的備忘錄》、《中國石油
天然氣集團公司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
司關於經中俄西線自俄羅斯向中國供應
天然氣的框架協議》。
另據俄新網報道，雙方簽署的合作協

議還包括：「俄羅斯石油」公司與中國

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了關於中國石
油天然氣勘探開發公司購買萬科爾油田
10%股份的框架協議、俄羅斯儲蓄銀行
與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簽署合作框架
協議、俄羅斯第二地區電力公司與華電
公司簽署實施阿爾漢格爾斯克州電力投
資項目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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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中日領導人
有機會在APEC會議上有短暫的正式會談，市
場料中日關係改善，對日本經濟的利好，會多
於對中國的利多。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
昨指出，中日首腦正式會談後，有利於促使日
企對投資中國重拾信心，也有利於更多中國人
到日本旅遊，相信對日股走勢也有短期幫助。
在日本未單方面宣布將釣魚島「國有化」之

前，日本很多企業都在中國投資，當中有很多
是汽車企業，但自中日關係跌至冰點後，日本
投資中國的金額大跌，部分日本汽車企業更將
廠房搬往越南等地，若中日關係破冰，對日本
的汽車企業及相關材料供應商都有幫助。
另外，中國近兩年到日本的旅客也大幅減

少，中日首腦會面後，有助提升日本的旅客
量，紓緩日本因上調消費稅造成消費額減少的
壓力，故整體有利於在日本上市的汽車股及旅
遊相關股份。

安倍冀與習近平會談救經濟
台灣政治大學教授賴岳謙表示，日本經濟處

於關鍵時刻，安倍晉三很清楚中國對日本經濟
的重要性，故非常努力地促成中日領導人會
談，尤其是正式的會談，因為對安倍及其內閣
來說，他們面對的壓力其實非常巨大。
他指出，如果安倍今次到中國參加APEC，

若沒能跟國家主席習近平有正式的會談的話，
那對於日本商界和企業界，他們的失望是極大
的。
現時安倍正在經濟上「豪賭」，用過度寬鬆

的財政手段去刺激經濟，這種激進手段，有可
能將整個國家弄垮。安倍若能與中國這個重要
的經濟夥伴會談，可為日本的企業打下一支強
心針。
賴岳謙續指，美國總統奧巴馬及民主黨在中

期選舉大敗，日政府預料美國的共和黨很可能
馬上要求日本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
（TPP），可能迫日本廢除關稅，在貿易上對
美更自由，更可能要求日本在農業問題上讓
步，而日本農民一直是安倍的主要票源之一。
對日本來說，這自然不可接受，在內外交困
下，目前能救安倍一命的，只有與習近平正式
會談，讓日本的商業活動打開一個缺口，相信
這亦是導致安倍晉三轉軚另一原因。

「習安會」仍未最後定案
另據日本傳媒報道，安倍晉三昨日中午抵達
北京，安倍表示，一旦有機會與國家主席習近
平會面，他期望可修補日中關係，回到戰略互
惠關係原點。
報道稱，中日首腦會談會在何時舉行仍未有

最後定案。安倍在北京逗留至周三，中日官員
目前仍在磋商會談的具體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俄羅斯

總統普京。兩國元首一致認為，中俄要進一步加強務實合作，包

括如期推進東線天然氣管道建設，盡快啟動西線天然氣項目，積

極商談油田大項目合作，探討核電、水電合作新項目。雙方還同

意加強高鐵、高技術、航天、金融等領域合作。兩國元首共同見

證了一系列合作協議的簽署，其中包括多項能源合作協議。

習近平籲中加增強追逃追贓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
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加拿大總理哈珀。習
近平指出，中國正在加大反腐敗鬥爭，
中加雙方應該在執法領域包括追逃追贓
問題上加強合作。哈珀表示，加拿大無
意收留逃犯，願意在遣返方面同中方開
展合作。
中新社報道稱，習近平在會見時指
出，哈珀總理這次訪華取得積極成果，
我們雙方就發展中加關係達成一系列共
識和協議，建立了兩國外長年度會晤和

經濟財金戰略對話機制，同意加強能源
資源、節能環保、金融服務等領域合
作，宣布2015年至2016年為中加文化
交流年。雙方要落實好這些共識，關鍵
是着眼長遠，本着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
原則，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加強對話交流，深化互信合作，密切在
重大國際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推動中
加戰略夥伴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中
國正在加大反腐敗鬥爭，中加雙方應該
在執法領域包括追逃追贓問題上加強合

作。
哈珀表示，加中關係對加方越來越重要。

我對這次訪問感到滿意，更對未來兩國合
作充滿期待。加方願同中方加強對話，擴
大貿易投資，落實好人民幣清算安排，促
進人文交流。加拿大無意收留逃犯，願意
在遣返方面同中方開展合作。中方為舉辦
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做了很好
的準備工作，我預祝會議取得成功。加方
願意同中方合作，共同應對恐怖主義等全
球性挑戰，推動地區熱點問題妥善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
日在會見印尼總統佐科時指出，佐科
總統提出的建設海洋強國理念和我提
出的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高
度契合，我們雙方可以對接發展戰略，
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作，充分
發揮海上和航天合作機制作用，推動
兩國合作上天入海。

兩國發展戰略可以對接
據中新社報道，習近平強調，中

國和印尼同為發展中大國和本地區
大國，在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上擁有

共同利益，承擔共同責任。我們應
該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兩國
關係，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深化
互信、加強合作，攜手應對挑戰，
並肩向前發展。
習近平指出，佐科總統提出的建

設海洋強國理念和我提出的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高度契合，
我們雙方可以對接發展戰略，推進
基礎設施建設、農業、金融、核能
等領域合作，充分發揮海上和航天
合作機制作用，推動兩國合作上天
入海。中方重視加強兩國防務、安

全合作，支持擴大兩國人文交流和
地方合作。

印尼支持成立亞洲基投銀行
佐科表示，印尼和中國有悠久的

交往歷史和豐富的合作資源。印尼
方希望推進兩國全面戰略合作，不
斷提升雙邊關係水平。雙方要以海
上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為重點，
帶動兩國整體合作。印尼支持成立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希望早日
加入。印尼方希望早日在印尼設立
中國文化中心。

中方冀與印尼合作上天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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