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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冀中企推中秘合作升級
加強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 帶動國產裝備走出去

李克強詳細詢問了有關企業生產經營情況、發展規
劃、員工構成、亟待解決的實際困難，以及當地產

業需求、市場環境等情況，向在秘中資企業和中方員工
送去祖國人民的親切問候。李克強表示，大家遠離祖
國，奮戰在中秘合作第一線，為中秘關係發展和國家現
代化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你們中不少人工作在高海
拔礦區，在艱苦的工作生活條件下，取得了令人驕傲的
業績。謹向你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

同秘方加強溝通營造更好營商環境
李克強還對在秘中資企業提出三點希望：一是以產能合
作推動中秘合作轉型升級。將中國優勢和環保的產能同秘
魯經濟發展需求相結合，加強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帶動
中國裝備走出去，在促進秘魯經濟發展的同時，推進國內
出口和產業升級，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向中高端水平邁
進。二是履行好企業社會責任。充分考慮所在國以及投資
地利益，堅持綠色發展、創新發展、惠民發展。創造更多
就業，同當地社會、本地員工和諧相處，讓中秘友好更加
深入人心，為中秘合作開闢更大空間。

政策上繼續支持企業「走出去」
三是加強協調配合，抱團出海。在秘礦業、裝備製造

業等中資企業和金融機構要相互支持，良性互動，共同
發展。政府將在政策上繼續支持企業「走出去」，並同
秘方加強溝通協調，為中資企業營造更好營商環境。
出席座談會的50餘名中資企業代表和遠程視頻連線的
中方員工一致表示，感謝來自祖國的問候和李克強總理
的關懷指導，將全力投入拓展中秘產能合作的工作中
去，踐行企業社會責任，以更大成績支持國內經濟發
展，助力中秘友誼與合作不斷深化與發展。

香港文匯報
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當地
時間 5 月 23 日

上午在利馬主持秘魯中資企業家座談會。會
上，李克強聽取在秘投資的國有和民營企業代
表介紹生產經營情況，並通過遠程視頻連線慰
問中資企業一線員工，同他們互動交流。李克
強還對在秘中資企業提出三點希望。其中包括
將中國優勢和環保的產能同秘魯經濟發展需求
相結合，加強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帶動中國
裝備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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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中企抱團出海避惡性競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當地

時間23日上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利馬出席秘魯中資企業座談會。得知
不少員工常年工作生活在四五千米的高

海拔地區，遠離家人，條件艱苦，總理囑咐他們一定要
保重身體。

履行社會和環保等應盡責任
據中國日報網報道，來自萬新集團和首鋼、中鋁、五
礦等企業的負責人介紹了其在當地的生產經營情況。總
理仔細傾聽，並叮囑企業一定要遵守當地法律，履行社
會和環保等應盡責任，努力推進中秘經濟合作轉型升
級。
李克強說，大家在異國他鄉為國家出力作貢獻，家人
想念你們，祖國感謝你們。
李克強指出，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裝備走出去是
突破口。而在走出去過程中，面對地域文化差異和各種

風險，企業一定要抱團出海，防止惡性競爭。國家會在
金融等方面給予相應的政策優惠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當地時間23日上午在利馬考
古、人類學和歷史博物館出席中國－拉
丁美洲文明互鑒系列活動。李克強在秘
魯部長會議主席卡特里亞諾陪同下，參
觀了查文文化、印加文化展覽和「中華
文明起源」圖片展，詳細了解秘魯和拉
美文明的歷史脈絡，並向秘方介紹了中
華文明的發展歷程。參觀結束後，李克
強和卡特里亞諾同中秘文化界人士互動
交流，並且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辭。
李克強表示，中秘都是文明古國，都

創造了令人驚嘆的古代文明。有五千年
悠久歷史的中華文化同古老璀璨的查文
文化、印加文化有很多理念相通，器物
相似。中國的小米和秘魯的馬鈴薯等農
作物，在彼此國家和世界各地落地生
根，養育世界人民，堪稱中秘兩大農
業文明對全人類的貢獻。

中秘對彼此文明成就充滿欽佩
李克強指出，中秘對彼此文明成就和創
造力充滿欽佩，相互學習借鑒有深厚的
土壤和廣闊的空間。願中秘的文化文明交
流互鑒不斷深化，願雙方思想碰撞不斷產
生新的火花，願秘魯人民幸福安康。
卡特里亞諾表示，秘中雖然相距遙遠，

但友好交往密切持久，兩國人民心心相
印。中國移民很早來到秘魯，全面參與秘
國家建設，深度融入秘社會和文化。中秘
親如一家，兩國友誼已超越政治、經濟的
一般範疇。秘方願與中方一道，再接再
厲，締造兩國關係更加美好的未來。

李克強：文學有助激發社會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當地時間22日上午在哥倫比亞波哥大聖卡洛斯
宮與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共同出席由兩國政府文
化部門舉辦的中國－拉丁美洲人文交流研討會。
李克強表示，文學作為創造、創新和創意的集中
體現，可以讓思想縱橫馳騁，啟發跨越時空的想
像力和創造力，使社會活力得以迸發。

發揮文學溝通心靈的作用
李克強表示，今年適逢中哥建交35周年。此訪
期間，兩國達成一批雙邊務實合作成果。中哥、
中拉合作不僅是物質層面的，也是精神層面的，
後者往往更加不能忽視。首先，是要尊重文明多
樣性。中國文化兼收並蓄，拉美文化海納百川，
雙方都是多樣文明和諧共生的傑出代表。第二，
是要激發社會的創造力。快速變化的世界需要不

斷創新帶動社會發展進步。文學作為創造、創新
和創意的集中體現，可以讓思想縱橫馳騁，啟發
跨越時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使社會活力得以迸
發。要以更多創造力和進取意識，建設大眾參與
和分享創新創意的社會，既創造物質財富，也實
現精神追求，讓生活更加豐富，讓理想變為現
實，也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第三，是要發揮文
學溝通心靈的強大媒介作用。文化和文學交流是
國家間交往的重要方式，是增進人民間相互了解
的有效途徑。
李克強表示，拉美有句名言，「船的力量在帆

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希望兩國文學、藝術工
作者不斷創作更多優秀作品，加強對話互鑒，深
化人文交流和心靈溝通，共同耕耘好中拉友好這
片沃土，使中拉互利共贏的合作之樹不斷結出新
的碩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智利外長
穆尼奧斯近日表示，智利和中國在政治、經
濟和社會等領域的合作非常好。李克強總理
對智利的訪問是加強兩國關係的新機遇，雙
方可在貿易和投資領域加強合作，獲得雙
贏。
穆尼奧斯說，兩國在訪問期間將簽署政府
共同行動計劃。這一計劃將指引兩國合作領
域的方向。智方對兩國關係的發展非常滿
意，智利歡迎中國企業來智利參與基礎設施
建設，中國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得借鑒。

安理會合作相互協助
談到兩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合作時，穆
尼奧斯表示，智中在安理會的合作非常順
利，兩國在諸多事務中相互協助，步調一
致。去年在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
人非正式會議決定啟動亞太自貿區進程。
穆尼奧斯表示，重要的是能夠推動開放貿
易，以促進經濟的繁榮和增加就業，智方
對此很感興趣。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在巴西與拉美和
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時，提出同拉美和加
勒比地區努力打造中拉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
體。穆尼奧斯表示，世界各國都尋求經濟發
展、社會公正、消除貧困並獲得可持續發
展。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靠一國之力無法
應對全球化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需要
建立一個命運共同體，攜手共進應對21世紀
困擾人類的諸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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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人文交流升至新高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李克強的拉美之行

代表團裡，鐵凝、莫言、蔣方舟等作家的出現在讓這
個以政治家、企業家為主的代表團多了幾許人文色
彩。他們與拉美同行的交流，也讓人看到中國總理
30年來首次訪問哥倫比亞，把人文交流置於更重要
位置。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吳長勝

說，李克強此次訪問拉美有兩個重點，一是加強經貿與
產能合作，二是加強人文交流。事實上，人文交流與合
作對於促進雙邊關係的發展非常重要。人文交流在中拉
關係中一直處於短板，近兩年雙方的理解和認識有了很
大提高，要使中拉關係可持續發展，必須把人文交流放
在更重要位置。
李克強此次訪問拉美四國，在三站都有人文交流活

動。諾貝爾獎得主馬爾克斯、聶魯達等拉美作家的作品
為中國民眾熟知，發端於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影響了莫
言等一批中國當代作家，莫言、麥家等中國作家的作品
也被翻譯成西班牙文，在拉美國家受到熱捧。這些都是
對話和交流的基礎。

為中拉關係發展注新動力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員徐世澄說，今年1月在北京

舉行的中國－拉共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提出構建政
治上真誠互信、經貿上合作共贏、人文上互學互鑒、國
際事務中密切協作、整體合作和雙邊關係相互促進的中
拉關係「五位一體」新格局。人文被提到和政治、經貿
並重的地位。在李克強總理和桑托斯總統的見證下，中

國知名作家莫言等人在拉美文學巨匠馬爾克斯的故鄉哥
倫比亞，與拉美文化界交流，正是詮釋「人文上互學互
鑒」的重要內涵。
曾經做過中國駐哥倫比亞大使的吳長勝說，今年

恰逢中哥建交 35周年，中拉關係進入整體合作階
段，中國總理帶包括中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內
的中國文化學者前往另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故
鄉，本身就是中哥之間、中拉之間文化的溝通、心
靈的溝通，有助於夯實中哥關係的民意基礎，把中
哥合作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也將為中拉關係發展
提供新的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日報》報道，中國巴西關
係因李克強訪問而再上新台階，為打造兩國合作升
級版開闢了更廣闊的道路。李克強又一次扮演了
「超級推銷員」角色，達成的眾多合作項目，將給
中巴乃至南美注入新的發展動力。
「兩洋鐵路」是李克強南美之行最受關注的合作
項目，專家認為，兩洋鐵路一旦完成，其作用可與
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媲美。兩洋鐵路加產能合
作，是李克強此行的主打方向。這次李克強與巴西
總統羅塞夫簽署了「中巴2015至2021年共同行動
計劃」，規劃今後七年兩國合作。合作項目中，鐵
路、礦業、電力、裝備製造等領域的產業投資合作
是重點。這些都是中國製造能力較強而對方所需的
領域。可以預見，這些項目將成為中巴兩國經濟新
的增長點，令中巴的雙邊貿易額再創新高。
中國為巴西興建的基礎設施，其質量受到巴西用

家們交口稱讚，中國承建的地鐵更是口碑載道。李
克強希望地鐵充當中巴產能合作的尖兵，帶動更多
中國裝備製造走出去，成為中國的黃金名片。
李克強此訪放眼全球合作，鞏固中拉傳統友好，

深化務實合作，以國際產能合作為突破口，推動中
拉合作轉型升級。希望助力全球經濟復甦，實現多
方共贏。

《澳門日報》：
中國巴西關係上新台階

英媒：拉美基建投資需要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對許
多南美國家領導人來說，本周來訪的中國總理李克
強選擇了一個絕佳的時機，並且來自一個再好不過的
國家。根據《中國－拉美經濟通報》，中國一直與拉
美往來密切，已超過美國成為南美在本地區之外的
最大出口目的國。拉美基建投資亦很需要中國。
此外，中國還剛剛與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簽署了

數額龐大的貸款協議，並在今年1月簽署了一項意
義重大的中國－拉美合作計劃，承諾將雙邊貿易額
提高5,000億美元，將投資提高2,500億美元，並在
科技、貿易和環境保護方面展開合作。
現在輪到了巴西、秘魯、智利和哥倫比亞，這四

國是此次李克強出訪的目的地。外界預期中國將開
始落實上述合作計劃，並簽署科技、貿易和貨幣互
換方面的新協議。
中國－拉美金融數據庫的數據顯示，中國為拉美

各國政府提供的貸款已經超過了世界銀行和美洲開
發銀行的總和。據此來看，預期中國將進行大舉投
資是合理的。或許還會出現更多像兩洋鐵路這樣的
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研討會上，李克強叮囑中企員工一定要保重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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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在利馬的博物館出席李克強在利馬的博物館出席
文明互鑒系列活動文明互鑒系列活動。。 中新社中新社

■李克強出席中國-拉丁美洲人文交流研討會。 新華社

■在中國-拉丁美洲人文交流研討會上。李克強與中國
作家莫言握手。 新華社

■李克強在利馬主持秘魯中資企業座談會。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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