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重要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吳秋紅
西安報道）此次莫迪到訪西安，在掀起中
印文化熱的同時，也為中印兩國的經濟交
流提供了廣闊空間。印度媒體將西安譽為
中國的「班加羅爾」，此次莫迪訪問西
安，也為兩地未來在軟件產業等領域全面
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印度媒體報稱，西安市相關專家已赴班

加羅爾考察多次，目的就是打造中國的軟
件城，中印兩國在這一領域有許多深入合
作的機會。而此次莫迪到訪西安，或將促

進西安與班加羅爾在軟件產業方面優勢互
補，強強聯合。

莫迪到訪或成最佳契機
據了解，西安作為中國高校重鎮，人才

資源豐富，軟件產業發展亦非常迅速。位
於西安高新區的西安軟件產業園是中國僅
有的四個國家軟件雙基地園區之一。經過
多年的發展，去年西安軟件產業實現業務
收入910億元人民幣，位居全國前列。
據悉，班加羅爾軟件產業雖然實力雄

厚，國際化水平較高，但戰略發展資金相
對不足。西安則與其形成互補：擁有產業
投資的熱情，但在國際化、集群化發展方
面相對不足。此次莫迪西安之旅，或將為
西安與印度班加羅爾深化合作、攜手共贏
創造一個最佳契機。
此外，記者從陝西省商務廳獲悉，印度

也是中國海外工程承包和投資的重要市
場，目前，陝西已有2家企業在印度承包
項目，未來還將在基礎設施建設、IT軟件
及相關服務、製造業等方面加強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印度總理莫迪昨日正式開
始其上任以來對中國的首次訪問。對於中
印兩國領導人的會晤，幾乎所有西方主流
媒體均發表重頭文章，予以分析和解讀。
CNN的評論文章稱，未來10年，中印經濟
關係將完全轉變，簡單的貿易關係將被大
規模投資取代。預計2020年後，中國在印
投資很可能從今天的不到10億美元增長至
500億美元。

五年後或增至500億美元
據中國日報報道，CNN的評論文章稱，

考慮到近期印度和中國出現的變化，未來
10年，中印經濟關係將完全轉變，簡單的
貿易關係將被大規模投資取代。

莫迪似乎決心解決印度基礎設施和製造
業落後的問題，就像他在古吉拉特邦出任
部長時所做的那樣。而中國是世界領先的
基建大師。考慮到國內經濟的持續放緩，
中國基建企業急於在海外尋找機遇。重要
的是，他們也擁有大量低成本資金。
在這些企業將目光投向海外之際，印度
輕鬆成為能帶來最大、最快增長的頭號機
遇。兩國官員都忙於尋找機會，向印度注
入中國投資，幫助印度建設從北部到南部
的高鐵走廊。他們還將討論中國聚焦的多
家印度工業區的細節。預計2020年後，中
國在印投資很可能從今天的不到10億美元
增長至500億美元。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兩國表示將努

力在14日開始的訪問中推動經濟合作。莫
迪將與北京、上海和西安的中國官員及商
業領袖們會面，以為印度製造業和基礎設
施建設吸引更多投資，並與習近平主席建
立更為深厚的關係。

中印加強貿易雙方得利
《紐約時報》文章稱，中印加強貿易和投

資將使雙方得利。中國經濟減速，希望能進
入印度市場尋求機會。印度可以利用中國資
金建設水電站、鐵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
印度的中國問題專家雅各布（Jabin T. Ja-
cob）說，莫迪總理確實希望改變印度國內
基礎設施缺乏的現狀，莫迪政府在這問題上
姿態開放，希望與中國展開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張 仕
珍、實習記者
程尹星 西安報
道）總理莫迪到
訪西安讓很多在
西安的印度人非
常興奮。位於西
安大唐西市的印
度餐廳經理卡特
告訴記者，本來
莫迪計劃到他們

的店裡用餐，但因行程太緊最終取
消，略感遺憾。但他表示，此次莫迪
總理的到訪會激發更多印度民眾對西
安的興趣。
「印度和中國的文化很相近，都有

着豐富的歷史文化。」卡特告訴記
者，前兩天，他們一位印度老鄉尚特
還在他的餐廳裡與陝西姑娘王爽舉行

了婚禮，既具有印度特色，也有中國
傳統。「兩國婚禮也有很多相似之
處，希望印度人能更多地了解中國，
中國人也需要更多地了解印度。」
當談到莫迪總理訪問西安的消息

時，卡特激動地表示，「聽到總理
要來的消息，大家都很激動。此次
總理的到訪會激發更多印度民眾對
西安的興趣。」他並稱，目前在西
安工作的印度人基本都從事IT工
作，希望此次莫迪總理到訪西安也
可以吸引更多IT公司來西安投資合
作。
在西安工作的 IT工程師尼尚特

則表示，莫迪到訪西安，這是個好
消息。總理莫迪訪華後，自己也期
待中國和印度有更多的商業合作。
印度和中國的文化是很相近的，來
到中國以後感覺這裡就是自己的新
家鄉。

居西安印度人
盼兩國人民多交流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在西安會見印度總理莫迪。中
國最高領導人在首都北京以外的城市專程會見外國元首，
儘管這樣的安排在中國外交史上並非首次，但仍屬罕見。

西安見證中印友好源遠流長
雖然西安已成為很多外國元首、政要到訪中國的必到之地，但莫迪此

行首站定在西安，又有特殊的意義。
習近平去年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首站去了莫迪的故鄉——古吉拉特

邦。到訪當天正是莫迪64歲生日，他親自安排並陪同習近平訪問自己的家
鄉。當時，兩人的「散步外交」成為海內外媒體競相報道的熱點。

那次訪問期間，習近平向莫迪發出邀請：下次訪問中國時到他的家鄉西
安去看看。實際上，習近平的邀請已為這次「打破慣例」做了鋪墊。

與古吉拉特邦相似，西安也是中印友好源遠流長的例證。中國唐代高僧
玄奘就是到古吉拉特邦取經，並把佛經帶回中國，在長安傳經。聞名遐邇
的大雁塔，珍藏着玄奘法師從天竺帶回長安的經卷、佛像和舍利子。

反映兩國務實合作積極意願
除了古代淵源，莫迪來到西

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裡是習
近平的故鄉。

在外交學者眼中，中印領導
人這種互訪家鄉的安排，可視
為一次外交上「禮尚往來」的
舉動，從中透露出兩國領導人
關係親密友好的信息。

不僅如此，從某種程度上來
說，西安作為絲綢之路的起
點，中印兩國領導人在此會面
亦反映出對於推進兩國務實合
作的積極意願。

西安習莫會已成為「家鄉外
交」的一個新樣本，並對中印
兩國關係實現進一步發展作出
特殊貢獻。 ■中新社

習近平晤莫迪習近平晤莫迪 同登大雁塔同登大雁塔
西安仿古入城式歡迎印度貴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熊曉芳、吳秋紅 西安報道）印度總理莫迪昨日抵達陝西西安，開

啟為期三天的訪華之旅。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西安會見莫迪，並與其一同登臨了距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大雁

塔。晚上，古城西安則以最高禮儀「仿古入城式」歡迎莫迪。

當日上午，抵達西安之後，莫迪便興致
勃勃地參觀了秦始皇陵兵馬俑、大興

善寺，並對中國文化表示讚歎。下午，習
近平會見莫迪。中國領導人在北京以外的
城市專程會見外國元首，雖非首次，但卻
實屬罕見。

習近平就中印關係提四意見
會見中，習近平表示，去年我訪問印

度期間，我們就推動中印戰略合作夥伴
關係深入發展、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
伴關係達成重要共識。相信你這次訪問
將會推動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取得新
進展。
習近平強調，莫迪總理曾提出要推動中

印關係實現從「英寸」到「英里」的飛
躍。當前，中印都面臨實現民族復興的歷
史機遇，中印關係存在實現飛躍的巨大潛
力和現實條件。雙方應該順應歷史潮流和
各自實現民族復興的戰略需要，構建更加
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
習近平還就推動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提出四點建議：一要從戰略高度和兩國關
係長遠發展角度看待和處理中印關係，加
強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戰略協作，攜手推
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
展。雙方可以就「一帶一路」、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等合作倡議，以及莫迪總理
提出的「向東行動」政策加強溝通，找準
利益契合點，實現對接，探討互利共贏的
合作模式，促進共同發展。二要更加緊密

地對接各自發
展戰略，實現
兩大經濟體在
更高水平上的
互補互助，繼
續成為地區乃
至世界經濟增
長 「 雙 引
擎」，攜手推
動地區經濟一
體化進程，為
全球經濟增長
作出積極貢
獻。要重點推
動鐵路、產業園區等領域合作，探討在新
型城鎮化、人力資源培訓等領域拓展合
作。中方鼓勵中國企業赴印投資，希望印
方積極為此提供便利。三要共同努力增進
兩國互信，管控好分歧和問題，避免兩國
關係大局受到干擾。四要鼓勵兩國各界加
強交流，增進了解，實施好中印文化交流
計劃和印度旅遊年活動，繼續加強智庫、
媒體、青年交流，擴大地方友好往來，推
動構建兩國全方位、多層次的人文合作大
格局，使中印友好和合作成為兩國社會共
識。

莫迪菩提樹苗贈大慈恩寺
昨日下午六時左右，習近平和莫迪一起

參觀了大慈恩寺，兩人還一同登上當年玄
奘法師藏經譯經的大雁塔。在一個多小時

的參觀過程中，莫迪詳細了解了大慈恩寺
的歷史變遷，以及有關玄奘譯經宏法的故
事。他將一株菩提樹苗贈予寺方，並收到
了寺方贈予的一件玄奘譯經的塑像。
昨日傍晚，西安還以「中華迎賓第一
禮」——仿古入城式歡迎印度總理莫迪
「入城」。仿古武士和宮女列隊迎接，身
着唐朝服飾的「官員」致歡迎詞。陝西省
長婁勤儉向莫迪贈送「通關文牒」，西安
市長董軍贈送城市「金鑰匙」。吊橋落
下，城門緩緩打開，莫迪走進月城，象徵
着進入中國國門。
據現場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入城式結

束之後，習近平主席陪同莫迪總理觀看了
名為「醉長安」的演出，其中一部分舞者
代表印度，一部分舞者代表中國，體現了
中印兩國的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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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訪華之前開通了自己的微博，如今粉絲數已經超過
57,000人。昨天在遊覽西安兵馬俑、大興善寺的同時，他還不
忘通過微博發布自己的行程和感受。
在西安的第一站兵馬俑，莫迪下午14：32發布了當日的第
一條微博：「西安，你好！受到熱情接待；參觀了了不起的兵

馬俑」，還配有其在兵馬俑的照片。緊接着，莫迪又連續發布了三條參觀大興
善寺的微博，誇讚「大興善寺非常
漂亮。參觀了很多殿，跟和尚交
流」。在接受了方丈寬旭法師贈送
的菩提葉佛陀印像和木質不空像兩
件禮物之後，他曬出照片並寫道：
「給大興善寺我的信息」「我永遠
珍惜」。隨後，他又發微博表示
「非常高興看到中國人民的熱情。
人文往來總是非常特殊。」記者發
現，莫迪的每一條微博下面，都收
到了大量網友熱情的回覆。

■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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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興看到中國人民熱情」

美媒：中國在印投資料激增

西安與印軟件產業合作空間大

■在西安市
大興善寺，
莫迪在方丈
寬旭的陪同
下參觀。

新華社

■莫迪來到陜西西安市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參觀兵馬俑。 新華社

■莫迪獲大興善寺方丈贈送禮物。網上圖片

■習近平陪同莫
迪參觀西安大慈
恩寺及大雁塔。

中新社

■西安曲江
池的莫迪雕
塑吸引西安
市民爭相與
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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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大唐西市
印度紅堡餐廳經
理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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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舉行盛唐氣派西安舉行盛唐氣派
的入城儀式的入城儀式，，迎接印迎接印
度總理莫迪度總理莫迪。。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