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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為迎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的到來，西雅圖方面正在加緊準備。據《西雅
圖時報》報道，習近平將於當地時間22日上午
抵達西雅圖佩因機場，並前往多個地點，包括
歐富雷克（Overlake）和塔科馬（Tacoma），
24日上午離開西雅圖。

酒店附近區域車輛禁行
報道稱，習近平將下榻於西雅圖市中心的一
家高級酒店。為了保證安全，酒店周圍將設下
約一個街區寬的禁行區域。所有車輛需改道行
駛，同時行人如需進入辦公區域或穿過街區，

需通過安檢。
「西雅圖對習主席及其隨行前往美國訪問表

示榮幸。這一級別的國際訪問，加之（美國）
聯邦保安要求，我們希望所有人像往常一樣，
理解這會對日常作業造成的影響。」西雅圖市
長艾德．穆雷在聲明中稱，「大家都應當耐心
些，重新規劃出行計劃，留出額外的空閒時
間，並時刻關注最新的交通提示。」
在習近平訪問期間，西雅圖的9個街區出於

安保原因會被關閉。西雅圖交通部部長斯科特
．卡布里說：「從萊諾拉大街到奧利弗路，以
及第四到第七大道間的路段都將關閉。」

美國著名「中國通」、布魯金斯學
會高級研究員李侃如（肯尼思．利伯
索爾）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
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

奧巴馬即將舉行的會談有望建設性地推進中美兩
國合作，取得積極成果。
「為攜手應對國際和地區重大問題，中美兩國正在

調整雙邊關係及與各自夥伴國的關係。兩國元首會晤
為雙方就一些問題展開深度接觸提供了機會，這對兩
國關係發展至關重要。」李侃如說。

元首深度接觸 促合作控分歧
李侃如希望此次「習奧會」向兩國民眾傳遞這樣的信

息：儘管中美存在一些分歧和摩擦，但是兩國從共同利
益和全球利益出發，將繼續保持合作並管控分歧。
談及此次會談可能取得的成果，李侃如表示，中

美兩國有望宣佈更多有利於增強互信的機制，以便
一旦發生危機時能夠更好地進行溝通和處理。「這
些機制有助於避免未來發生問題或減少問題發生的

可能性，我認為中美將強
化這些機制。」
李侃如認為，雙方會從

全局利益出發，充分理解
彼此對局勢的判斷。他建
議兩國採取更多措施增進
互信，包括擴大兩軍交
往，以及推進中美雙邊投
資協定談判（BIT）等。
針對一些輿論認為中美關

係正處於轉向對抗和衝突臨
界點的說法，李侃如予以駁
斥。「有人認為中美關係正處於（衝突）臨界點，所
以兩國有關發展雙邊關係的整個前提都應該被拋棄或
大幅修改，我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誤判。」他說。
李侃如現任布魯金斯學會外交和全球經濟與發展

事務高級研究員，曾在1998年至2000年間擔任美國
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別助理兼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
務高級主任。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22日）啟程出
訪美國，並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
列峰會。對此，美國各界以及國際社
會紛紛表示期待。
為了對習近平訪美表示歡迎，美國紐

約州議會近日通過了對華友好議案。美
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日前在接受中國中央
電視台專訪時表示，作為世界上兩個最
大的經濟體，中美關係合作的基礎比以
往更加廣泛，儘管存在不同意見，但總
體來說還是以正面的、積極的為主。

法國巴黎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讓—弗
朗索瓦．迪梅格里奧接受中國《人民
日報》採訪時表示，中美關係發展到
了一個成熟中兼具複雜性的階段，美
國已經認識到和中國保持包括在戰略
問題上對話的重要性，並且也認識到
中國在地區問題上扮演的角色。中美
在地區熱點、貨幣和貿易等問題上有
很多可以共同努力發揮作用的地方。
中美進一步掃清雙邊關係發展中的障
礙，將產生更多正面影響，這對世界
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何況中美之間

已經在一些領域描繪了積極合作的藍
圖並可能產生非凡的意義，比如應對
氣候變化問題，中美已於去年發表
《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期待此
次習近平主席訪美時，雙方能夠在此
問題上取得新的進展。
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世界政治

進程教研室副教授薩夫蘭丘科認為，習
近平此行將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注
入新的動力。薩夫蘭丘科表示，中美兩
國在推進雙邊關係和世界經濟發展方面
取得了顯著成就。中美兩個大國關係上
的密切、戰略上的互補不僅惠及兩國人
民，而且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也有着毋
庸置疑的巨大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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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界盼充分溝通美商界盼充分溝通 瞄準中國市場瞄準中國市場

習近平今訪美習近平今訪美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22

日）啟程赴美，進行為期4天的

國事訪問，隨後出席聯合國成

立70周年系列峰會。這是本年

度最受國際社會矚目的大國互

動。從第一站華盛頓州最大城

市西雅圖開始，習近平將攜15

家中國公司的代表走訪美國著

名企業，與美國工商界充分交

換意見和看法，對於中國市場

與美國公司而言，習近平此行

意味着更多對話與機遇。

西雅圖9個街區「限行」 國際社會聚焦中美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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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西北部華盛頓州，
繁忙的塔科馬港口，港務
局委員康妮．培根和首席
商務官朱彤正在挑選一些

老照片，她們打算把其中幾張代表性的照
片做成精美小相冊，當面交給她們的老朋
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993年10月，時任世界貿易中心行政主
任的培根，在福州參觀北美建築博覽會期
間，向福州市政府轉交了塔科馬市長卡倫．
韋爾勒致福州市長金能籌的信件，希望塔科
馬市與福州市締結友好城市。同年10月15
日至11月3日，時任福州市委書記、市人大
常委會主任習近平率團訪問塔科馬，與當地
探討建立友好關係的可行性。

曾在家中宴請習近平
歡迎習近平一行的晚宴在培根位於雷克

伍德市美國湖邊的家中舉行。「我可以肯定
地說，我是塔科馬市迄今為止唯一一個請他
到家裡，並為他做晚飯的人。」培根笑着
說。當時代表團成員大約8至9人，晚宴美
方參與者有培根和丈夫，以及朱彤三人。

在朱彤看來，「請客人到家裡吃飯，親
手準備拿手菜，是美國人表達友好的方
式。那天客人們都很放鬆，對寧靜的居民
社區和湖邊景色印象深刻。」

1994年11月16日，培根代表塔科馬市
長再到福州，與市長金能籌簽署友好城市
協議書。習近平和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馬繼
賢作為見證人也分別在協議書上簽字。

培根手裡的照片顯示，習近平和培根握
手相慶，他代表福州市向培根贈送了一個
古樸的酒紅色花瓶。「我現在還把這個花
瓶珍藏在我的客廳裡。」

22年過去，培根和朱彤都在華盛頓州政
府任職，推動州與地方同中國的經貿合作
與交流。培根擔任前州長布斯．加德勒特
別助理8年，朱彤也是駱家輝任州長時經
貿廳的亞洲事務主管。在華州逐漸成為中

國最大貿易出口地，中國成為
塔科馬港最大貿易夥伴進程
中，發揮着各自的作用。

今年春天，已任塔科馬港務
局首席商務官的朱彤與港務委
員培根致信福州外辦，希望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秋訪美時
重返塔科馬。9月22日，習近平
將抵達西雅圖，23日重返塔科
馬市，與他的老朋友們見面。

培根和朱彤挑選着照片，商
量着怎樣最快地在周末做好相
冊。 ■中新社

習奧會有望確立更多互信機制

■■塔科馬市港務局委員康妮塔科馬市港務局委員康妮．．
培根將她與習近平的舊照片做培根將她與習近平的舊照片做
成小相冊送給習近平成小相冊送給習近平。。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2013年訪美，
同美國總統奧巴馬
會晤。 資料圖片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
級研究員李侃如。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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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華盛頓州雷德蒙德市的微
軟公司以及在西雅圖的亞馬遜

與波音集團都將成為習近平的訪問
對象。中國正成為這些公司最大的
出口地：波音去年對華出口創歷史
新高，共賣出155架飛機。此外，
從蘋果到通用汽車等一系列美國品
牌的代表也將見到習近平。有專家
分析，習近平此行傳達的一個重要的
信息就是：中國仍然是這些品牌最應
該注重的市場。

巴菲特等出席圓桌會議
抵達西雅圖翌日，習近平將與美國

前財長亨利．保爾森舉行圓桌會談，
蘋果、亞馬遜、微軟等公司的CEO
與巴菲特都將出席，而中方則派出了
阿里巴巴、百度等公司的總裁。
有代表出席的15家中國公司，所涉

及的領域包括互聯網、金融、食品、
家電、化工、鋼鐵等領域，且本身或
旗下子公司大多都有上市。截至9月
19日，阿里巴巴市值為1,652億美元

（約12,888億港元）、騰訊市值為
12,719億港元、聯想控股市值為117
億港元、新奧能源市值為438億港
元。美國的15家企業的市值則超過2
萬億美元（約15.6萬億港元）。
華盛頓州2004年對華出口額為35
億美元，而去年已達到近210億美
元，佔該州總出口額的23%，成為中
國密切的商業夥伴。其中，航空航天
產業佔據華盛頓州對華出口的很大一
部分，比例達到59%；同時，中國去
年還買進了超過50億美元的華盛頓州
農產品。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很多

美國企業對習近平的訪問活動期待不
已，認為這將給中美企業開展互惠互
利的商業合作帶來更多機會。一位來
自美國商業協會的人士在接受採訪時
表示，很多對中國市場感興趣的美國
公司都在渴望着能與中國政府展開更
多對話。

六省市與華州簽備忘錄
根據安排，9月21日至24日，在
「中國省與美國州貿易投資合作工作
組」框架下，中國商務部將在美國組
織舉辦4場貿易投資促進活動。在西
雅圖，中國商務部將與美國華盛頓州
政府聯合舉辦中美省州經貿合作研討
會，美國商務部為支持單位。在研討
會開幕式上，中國商務部將會同遼
寧、湖南、廣東、四川、陝西和上海
與美方簽署《中國省與美國華盛頓州
貿易投資合作聯合工作組諒解備忘
錄》。美國泰拉能源公司將與中國核
工業集團簽署第4代核電廠開發及商
業化合作協議。
在上述研討會上，美國波音、微

軟、沃爾瑪、星巴克、領英、惠普、
高盛等公司代表和中國保利、東航、
中車、阿里巴巴、華為、中興、紫光
等公司代表，將圍繞投資、互聯
網+、農業等三個領域的貿易、投資
合作進行深入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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