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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對話交流達 300 項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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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誠溝通 不避分歧 體現「成熟」關係

中美對話和磋商的部分成果
戰略方面
■雙方同意加強在反恐、防擴散、執法和反腐敗、
航天、科技、海關、衛生、農業、林業、交通、
地方等廣泛領域的交流合作。
■雙方同意繼續落實好去年 11 月發表的中美氣候變
化聯合聲明，與其他國家一道推動聯合國巴黎氣
候變化大會取得積極成果。
■雙方就加強兩國海洋環保、海上執法、海事安
全、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國際海洋事務等方面
交流合作進行深入探討，達成多項合作成果。

經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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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六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於當地時間 24 日
在華盛頓落下帷幕。兩天來，雙方圍繞兩國關係和共同關心的重大議題坦誠深入交換意見，達
成廣泛共識，取得積極成果。雙方在戰略、經濟、人文三大方面一共達成了近 300 項成果。

中新社報道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國務委員楊
潔篪與美國務卿克里、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在當日
舉行的聯合發布會上宣布，經過兩天的對話和磋商，雙
方在戰略、經濟、人文三大方面一共達成了近 300 項成
果。其中，戰略方面 100 多項，經濟方面 70 多項，人文
方面119項。

延續深化共識擴大合作基調
在本輪對話與磋商舉行前，中美在南海、網絡安全等
問題上的分歧被放大，甚至有分析預言本輪對話和磋商
可能演變為爭吵。事實上，本輪對話延續了深化共識、
擴大合作的基調，並取得諸多成果。
出席聯合發佈會的四位中美高級別官員均用「成
功」、「深入溝通」等詞彙描述本輪對話。美國務卿克
里表示，這是他第三次出席該對話與磋商，也是「更具
有建設性和富有成效」的一次。
共同主持經濟對話的汪洋在發布會上表示，本輪經濟
對話取得 70 多項重要成果，對話的成功使中美關係持續
健康穩定發展的「壓艙石」更加穩定、「推進器」更有
動力，為習近平主席 9 月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相關經
濟議程作了重要的準備。
在雙邊投資協定談判（BIT）問題上，雙方重申，這

對話緩解戰略猜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昨日收
官，雙方在戰略、經濟、人文三軌達成
近三百項成果。國際問題專家指出，中
美對話期間，不避諱談及南海、網絡安
全等分歧話題，深入探討中美合作的各
種可能，充分體現出兩國關係的「成
熟」，此次中美「對表」，有助緩解中
美戰略猜疑，將為 9 月即習近平主席訪
美打下溫和的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副所長倪峰指
出，目前，中美在經貿關係方面上了一
個新台階，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越來
越不一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雙方
的投資更加便利，經濟融合度高，利益
捆綁在一起，使得雙方發生衝突成本變
大，為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創造環
境，不僅對中美兩國，對亞太都是利
好。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一方的
強大導致另一方的恐懼，由此作出的反
應，最後導致衝突或戰爭。國際觀察家
注意到，目前中美關係呈現友好合作與
矛盾衝突共存的兩面性。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蘇格在「中
國之聲」指出，此次中美兩家關起門
來，相互交交底、甚至在有的問題上可
以相互交交心，減少矛盾，有些矛盾能
克服就克服，克服不了的話也要想辦法
管控分歧。
倪峰認為，相比以往，此次戰略對話
更加突顯，沒什麼避重就輕，不能談。
北京國際問題專家指出，此次中美在戰
略上達成 100 多項成果，在經濟領域有
70 多項成果，人文方面則有 119 項，既
解決了兩國間的一些眼前問題，也就推
進戰略和安全合作達成不少共識，這將
為習主席訪美創造氣
氛，控制眼前爭端和推
進合作，對雙方戰略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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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起到緩解作用。

是兩國經貿關係中最重要的事項，承諾繼續推進談判，
改進負面清單出價，以期達成一個互利共贏、高水平的
協定。
本輪對話中，中美還就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SDR（特別提款權）一事進行了深入討論，承諾在即將
開始的 SDR 審查中尊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程序，並將
繼續加強溝通。

中方盼美在南海採客觀立場
楊潔篪表示，在戰略對話中，雙方同意加強在反恐、
防擴散、執法和反腐敗、航天、科技、海關、衛生、農
業、林業、交通、地方等廣泛領域的交流合作，給兩國
人民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
在海上問題方面，中方重申在堅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
和海洋權益的同時，繼續致力於與直接當事方通過對話
談判和平解決爭議。南海地區的航行自由是有保證的，
中方希望美方採取客觀、公允的立場，以維護地區和平
穩定。
在網絡問題上，中方表示，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並打擊
任何形式的網絡黑客行為，願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
的基礎上就網絡安全問題與美方開展合作。中方希望
美方尊重事實，與中方相向而行，推進兩國網絡關係

■汪洋、楊潔篪與克里和雅各布．盧在聯合發布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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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

克里：雙方積極尋求解決分歧
克里表示，本輪對話與磋商是「更具有建設性和富有
成效」的一次對話溝通。他表示，對話顯示出美中共同
致力於在擁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加強合作，並積極尋求解
決分歧。他說，美中就分歧進行坦率的溝通，這本身就
是雙邊關係成熟的標誌之一。他重申，美國歡迎一個和
平、繁榮、穩定的中國，期待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
要作用。
雅各布．盧表示，在過去一年中，人民幣保持升值，
匯率浮動幅度增大。他表示，為了美中能夠獲得均衡、
可持續的增長，還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雙方重申中美投資協定談判是當前兩國經貿關係
最重要事項，認為在第十九輪談判中交換負面清
單是談判的重要里程碑。承諾繼續積極推進談
判，改進負面清單出價，以期達成一個互利共
贏、高水平的協定。
■雙方就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SDR（特別
提款權）一事進行了深入討論，承諾在即將開始
的 SDR 審查中尊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程序，並
將繼續加強溝通。
■美方充分認識到中方對出口管制問題的高度關
切，承諾繼續促進和便利商用高技術產品對中國
民用最終用戶和民用最終用途的出口。
■ 雙方同意加強金融合作。雙方歡迎中國外匯交易
中心與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集團開展合作，推動中
美金融基礎設施互聯。

人文方面
■在科技領域合作，雙方商定，今年下半年，中國
科技部與美國國務院擬共同在華舉辦第八屆中美
青年科技論壇。
■在教育領域合作，中方宣布啟動「百千萬」計
劃，未來 5 年邀請 100 名美國青年領袖訪華遊
學；促成雙方各 1,000 名優秀大學生到對方一流
高校研學；每年公派1萬人赴美學習研修。
■在化文化領域交流，美國政府將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對舊石器時代到
唐末的歸類考古材料以及至少二百五十年以上的
古蹟雕塑和壁上藝術實施進口限制的諒解備忘
錄》，於近期向中國政府移交一批所截獲的中國
文物。
■在青年領域交流，雙方圍繞「中美青年政治家交
流項目」、「中美學生領袖交流項目」、「中美
青年職業人士研修交流項目」、「中美青年創業
創新交流項目」等四個主要交流項目達成多項合
作共識。
■在婦女領域合作，雙方表示，在婦女參與經濟活
動經驗、反家暴宣傳、「清潔爐灶」領域等加強
交流。
■在衛生領域合作，雙方商定，深化衛生政策與衛
生體制改革交流，實施「中美百名醫院院長互訪
計劃」。
■在體育領域合作，雙方同意加強「青少年體育交
流」、「奧運項目交流」、「傳統體育項目交
流」等方面的體育項目交流。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中美深入討論建設性管控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 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24 日在華
盛頓落下帷幕。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國務委員楊潔篪與
美國總統奧巴馬特別代表國務卿克里共同主持了戰略對
話。兩天來，雙方圍繞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深
化雙邊務實合作、加強中美在亞太的合作、應對地區熱
點和全球性挑戰、建設性管控分歧等議題深入探討，達
成120多項成果。

雙方同意就亞太事務加強溝通
據新華社報道，雙方同意繼續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共
識，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
中方重申了在台灣、涉藏以及海上、網絡安全等問題
上的原則立場，強調美方應尊重和照顧中方利益與關

切，謹慎妥善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
中方強調，美方應該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尊
重中國人民選擇的發展道路。中國在推進人權事業方面
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中方願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別國
內政的基礎上同美方繼續開展人權對話。
雙方深入討論了兩國在亞太地區的互動關係，同意通
過各層級雙邊交往和機制性平台就亞太地區事務加強溝
通與協調。中方指出，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共同利益遠大
於分歧，應該本着相互尊重、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精
神處理彼此關係，同地區其他國家一道，維護和促進亞
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此外，美國總統奧巴馬 24 日在白宮會見出席第七輪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六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的

外媒：中美維持合作 分歧仍存

香港文匯報訊 據德國之聲 24
日報道，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
對話 24 日在華盛頓落下帷幕。儘
管雙方在很多重大戰略問題上存
在分歧，但兩國仍表示通過年度
雙邊對話的形式彌合經濟政策方
面的一些差異。
據法新社報道，中美雙方建議
通過之後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
（BIT）談判拉近雙方之間的差
距。
路透社報道，美國財長雅各布
．盧表示，中美兩國「就高標準
BIT 舉行磋商是有關兩國經濟關
係的優先任務，承諾將加緊協
商，並在9月初交換改進後的負面
清單」。簽訂 BIT 將使這兩個全
球最大經濟體之間的關係更加緊
密。
對話雙方還強調需要加強在應
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對伊朗
與朝鮮核項目的共同關切以及打

擊極端伊斯蘭組織和支持全球發
展等議題。

南海問題網絡安全各執一詞
但是，在南中國海主權爭端以
及網絡安全等議題上，中美兩國
間依然存在重大分歧，也是破壞
兩國間信任感的主要原因。
美國國務卿克里向媒體稱，美
國對於網絡黑客入侵一直存有
「極大擔憂」，這其中就包括美
國政府電腦網絡遭到大規模黑客
襲擊。美國官方指責這一黑客行
為是中國黑客所為。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則指出，
國家間應該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共
同合作。
在談及南中國海問題時，楊潔
篪呼籲美國保持客觀中立。楊潔
篪強調在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的問
題上中方「決心堅定」，他敦促
美國尊重中方的意見。

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國務委員楊
潔篪等中方代表團主要成員。

奧巴馬：為習近平訪美奠定基礎
奧巴馬感謝習近平主席發來口信，請中方特別代表
轉達對習近平主席的親切問候，表示很高興本輪美中
戰略與經濟對話和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取得豐碩成果，
為習近平主席 9 月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奠定良好基
礎。
奧巴馬表示，相信習近平主席訪美將進一步推動兩國
關係和雙邊合作發展，向兩國人民及世界各國人民展示
美中兩個大國致力於開展建設性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
挑戰。

劉延東之父曾救飛虎隊員

■劉延東與新
四軍將領李先
念的女兒李小
林、新四軍將
領張愛萍的女
兒張小艾、被
救飛行員女兒
菲莉斯．薩沃
埃合影。
中新社
劉延東當地時間 24 日出席在華盛頓舉辦的
中美二戰合作圖片展活動，她向二戰期間援
華的「飛虎隊」致敬，透露包括自己的父親
劉瑞龍在內的新四軍將領曾冒着生命危險參
與營救美國飛行員，時間並未沖淡中美 70 年
前在生死戰鬥中結下的友誼。
由中國友協組織的中美二戰合作圖片展當
天在中國駐美大使館舉辦，通過大量圖片再
現了中美共同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歷史，講述
了中國人民心目中的美國戰鬥英雄，還原了
中國民眾抗戰期間不惜生命救助美國官兵的

細節。
牆上幾幅照片吸引了劉延東的注意，她的
父親也身在其中—新四軍將領劉瑞龍、新四
軍將領鄧子恢、新四軍三師副師長張愛萍在
淮北抗日根據地救護美軍飛行員威廉．薩沃
埃等人，新四軍第五師師長李先念救助美國
飛行員格倫．本尼達，有的照片甚至拍下了
被營救的飛行員唱歌的情景。
畫面之外，等待劉延東的還有幾位特殊的
客人，她們都是照片中人物的後代。李先念
的女兒、中國友協會長李小林，張愛萍的女
兒張小艾，威廉．薩沃埃的女兒菲莉斯．薩
沃埃都來到了展覽現場，她們和劉延東一起
在父輩的照片牆前合影留念，照片上的新四
軍正與美軍「談笑風生」。
在稍後的致辭中，劉延東提及，歷史不會
忘記，70 多年前有一大批風華正茂、富有激
情和正義感的美國青年飛行員來到中國，和
中國人民一起抗擊日本侵略者，
時間沒有沖淡兩國在生死戰鬥中
結下的深厚友誼。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