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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抵達美國，展開對美國的
首次國事訪問。中美作為當今世界影響力舉足輕重的
兩個國家，合作共贏是雙方關係的目標所在，既符合
兩國的共同利益，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的共同責任
所繫。期待中美兩國加強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尤其
是美國應尊重中國的利益關切，與中國共同努力鞏固
互信，通過此次「習奧會」，進一步推動兩國關係良
性健康發展。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已居世
界第二，而且經濟仍保持較快增長；美國是全球最大
的發達國家，並且在許多領域居於世界領導地位。兩
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乃至環境氣候等領域均有廣泛
交集，中美關係的好壞，不僅關係到兩國利益，對世
界和平穩定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此次習近平
主席訪美，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晤，吸引全球高
度關注，世界各國熱切期待「習奧會」取得積極成
果，推進中美攜手合作，構建更多有利於增強兩國互
信的機制，向全世界傳遞明確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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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積極合作，消除分歧，從而為世界和平發展作
出應有的積極貢獻。而日前廣為報道的中美雙方就網
絡安全達成共識，更令世界對兩國關係的良性發展，
寄予更大期望。

應該看到，此次「習奧會」前的氣氛多少有些不同
以往的微妙複雜。表面上看，這與近期中美圍繞網
絡、南海等方面的歧見有所增加有關；而更深層次的
原因是，隨着中國實力與日俱增，美國越來越擔心自
己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受到中國挑戰，因此美國
國內主張對華採取「以硬碰硬」策略的聲音此起彼

落，甚至有美國輿論認為，中美關係正處於轉向對抗
和衝突的臨界點。對於美國對華戰略的焦慮，中國坦
誠面對，主動化解。釋疑增信就是習近平此次訪美的
一個重要力點。訪問期間，習近平將把中美「合則
兩利、鬥則俱傷」的道理說透，把美國的心結打開。
對此，中國官方提出了三個層次的「再確認」，即
「雙方對各自的發展方向和戰略意圖進行再確認，對
中美日益增長的共同利益進行再確認，對雙方維護世
界和平、穩定與發展的責任進行再確認」。這充分體
現了中國對拓展中美共同利益、深化中美新型大國關
係所持的積極態度，以最大的誠意和善意扭轉美國對
華政策的誤判。

太平洋之大，足以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中美關係
經過多年曲折向前的發展，已形成比較扎實的基礎，
形成廣泛、厚實、互惠的關係，兩國應抓住習近平訪
美的歷史性機遇，加強溝通、擴大合作、共同防範陷
入「修昔底德陷阱」。此次習近平訪美的首站選擇在
西雅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雅圖有很多美國知名
企業，例如波音、微軟等，與中國有很密切的經貿關
係，美國商界也能理解中美保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
清楚中美經貿合作給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的巨大好
處。

中國願意與美國和平相處，共享利益，共擔責任，
美國亦應尊重中國的利益關切，為鞏固互信奠定基
礎。尤其是，美國不應對中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影
響力的上升反應過敏，避免用情緒化的方式看待和處
理分歧，而應以更寬廣的胸襟與中國加強合作，真正
推動兩國關係良性健康發展，讓兩國乃至世界人民分
享到中美關係的和平紅利。 （相關新聞刊A2版）

中美釋疑增信 發展良性互動
港鐵4天內發生2宗「炒電梯」意外，而

港鐵轄下逾千條扶手電梯故障頻生，今年
首 7 個月有 380 宗涉及港鐵扶手電梯的意
外，所幸沒有引起人命傷亡的嚴重後果。
扶手電梯安全與否，關乎每個市民的生命
安危，事故所透視出的隱患問題，決不可
因為暫無嚴重傷亡而輕描淡寫帶過。機電
工程署應對全港所有扶手電梯展開安全巡
查，同時全面檢視市面電梯維修保養公司
及承辦商的專業素養及管理水平，加強行
業監管。對發現的「問題電梯」要果斷整
改，該換零件的更換零件，該維修的維
修，以確保電梯安全運作，確保廣大市民
「上上落落」平安無虞。

扶手電梯變奪命「虎口」，絕不是危言
聳聽，內地過往就曾發生過若干扶手電梯
「食人」意外，造成了遺憾的人命傷亡。
相對而言，發生在港鐵的事故已算「輕
微」，但千里堤壩潰於蟻穴，重大的安全
事故往往都是從細小的問題開始的。此次
事故所暴露出的安全隱患，必須引起全社
會的高度關注。目前全港約有9000多條各
式扶手電梯，每日為數百萬人次的進出、
上落提供服務，尤其年老體弱者相當依賴
這種運輸機器，一旦出現嚴重故障，對使
用者的生命安全威脅巨大。當局應抱持寧
緊勿鬆的態度，盡快對全港所有扶手電梯
展開安全巡查行動，將「問題電梯」逐一
排查出來，提升公共電梯的安全水平，將

發生意外可能降到最低。
分析電梯意外案例，雖然導致意外的原

因有很多，或因出廠時便存在缺陷，或因
機件壽命老化，而最多的肇因是電梯維修
保養工作不到位。事實上，現時本港大部
分扶手電梯，保養維修工作並不是由生產
原廠跟進，而是外判給承辦商負責。因業
內競爭激烈，有承辦商以低價投得維修合
約之後，將貨就價，購買劣質電梯零件，
影響扶手電梯的運作安全性，令事故風險
增高。此外，維修費過於低廉直接導致行
內待遇偏差，維修技工流失嚴重，從業人
員的維修技術水平下降，亦是導致電梯頻
出故障的原因之一。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電梯公司還是維修
保養承辦商，其專業素質和經營表現均與電
梯安全息息相關。面對電梯事故頻生，機電
工程署不應以「遇事等交報告」的被動心
態，為交差而處理事故，而應該主動對業內
機構加強監管，特別要對相關承辦商進行嚴
格考核和評估，一旦發現有違規行為且無改
善的公司，予以吊銷牌照的處罰，防止其繼
續「濫竽充數」，危害市民。另外，維修行
業內的低價競爭已形成惡性循環，危及公眾
利益，當局還應與時並進，考慮對扶手電梯
擁有者提出強制性的維修資源投放要求，令
扶手電梯的安全水平能夠保持在較高水平，
讓公眾平安舒心地「進出上落」。

（相關新聞刊A8版）

主動加強監管 杜絕電梯安全隱患
A3 重要新聞

粵港澳簽183億合作投資
招玉芳：廣東頭啖湯要給港澳飲 攜手「走出去」開創新篇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鵬飛、帥誠 清遠報道）昨日，2015粵港

澳合作論壇暨清遠投資發展峰會在廣東清遠舉行。本次論壇上，粵港

澳三地共簽署了35個合作項目，總投資金額達23.75億美元（約183

億港元）。香港旅遊發展局、旅遊業議會也與清遠市政府簽署了旅遊

合作協議，增加旅客流量。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在論壇上指出，廣東

冀望借助香港的「超級聯繫人」優勢，攜手港澳企業「走出去」參與

國際競爭，開創粵港澳合作的新篇章。

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仇
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唐豪、澳門

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及香港五大
商會等機構的代表也出席了此次論壇。

航班延誤 林鄭委鄧嘉禧致辭
2015粵港澳合作論壇9月21日在清遠舉
行，這也是論壇首次在珠三角以外的城市
舉行。因受天氣影響航班延誤，原定出席
此次論壇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委託特
區政府駐粵辦主任鄧嘉禧代為致辭。
鄧嘉禧宣讀林鄭月娥致辭表示，她在剛
剛結束的澳洲訪問期間，發現有不少當地
企業，希望透過香港參與珠三角的經濟發
展，因此她也指出香港要把握「一帶一
路」帶來的巨大商機，加強與廣東的聯繫
合作，為國家作出貢獻。

粵企積極借助港澳「走出去」
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在致辭時坦言，
在國內外經濟環境不理想的背景下，粵
港澳三地情同手足同舟共濟，全面深化
經貿、文化、基建、民生等各個領域的
合作，不斷取得了新的成果。
「我們今年率先基本實現了粵港澳服務
貿易自由化，今年上半年我們與港澳服務
業進出口總額達到了250億美元，廣東自
貿試驗區的掛牌運作，也開展了多項深化
粵港澳合作的創新試點，吸引了包括港澳
在內的超過1.9萬家企業落戶自貿區。前7
個月廣東吸引港澳實際投資達到了127.8
億美元，同比增長了22.8%。」招玉芳也
表示，廣東企業積極借助港澳平台和渠道
「走出去」，今年上半年廣東對港澳實際
投資增長了27%。

實證攜手合作粵港澳共贏
招玉芳稱，「實踐證明，攜手合作是
粵港澳共同提高競爭力，促進社會經濟
繁榮發展的重要法寶。當前，粵港澳合
作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隨着『一帶一

路』戰略加快實施，廣東自貿區的全面
建設和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深入發
展，三地互利共贏合作更顯出它的強大
生命力，這給三地工商界企業帶來了新
的機遇、新的商機。」
招玉芳續指，廣東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視加強與粵港澳的合作，廣東願與港澳
一起把握機遇，爭取做到政策好溝通、
基建快聯通、經貿更暢通、資金能融
通、同胞心相通的合作新局面，特別要
共同深度推進服務貿易自由化、共同加
快廣東自貿試驗區的建設、共同打造
「一帶一路」的重要樞紐。
在此次論壇上，無論是粵港澳政府官

員，還是長期關注粵港澳合作的專家學
者，都對「一帶一路」中長期發展戰略
之下，粵港澳攜手為國家戰略成功實施
寄予厚望。

張威：三地可成「一帶一路」試驗田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

表示，對廣東而言，在佈局「一帶一
路」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合作時，必須突
出粵港澳合作的優勢，將三地優勢結合
到一起，再「走出去」與東南亞合作，
創造更強的綜合實力。商務部國際貿易
經濟合作研究院產業國際化戰略研究所
所長張威也指出，粵港澳三地應該成為
國家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試驗田。
對此，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表態稱，

一方面廣東的大門會優先向港澳敞得更
開，為港澳企業和專業人士、青年來粵
投資職業、創新創業搭建新的平台，創
造好的環境。另一方面，廣東也要充分
借助港澳「超級聯繫人」的優勢，攜手
「走出去」參與競爭，從而開創粵港澳
合作的新篇章。
招玉芳強調，「下一步廣東要繼續為

港澳企業營造好環境，創造好的條件，
用廣東的話來說，就是廣東一切好條件
的頭啖湯都要給港澳來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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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優勢互補 互動浪接浪
為優勢互補，粵港雙方互動頻繁，在多個領

域上簽定了各方面的合作協議。
2015年9月9日，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八
次會議在香港舉行。廣東省省長朱小丹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共同主持會議並作
主題發言。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周波、中央政
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楊建平到會指導。廣東省
副省長招玉芳、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在會上回顧過去一年合作情況。此次會議
上，粵港簽署了《粵港食品安全工作交流與合
作協議》、《加強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合作協
議 》 、 《 粵 港 知 識 產 權 合 作 協 議
(2015-2016)》、《粵港姊妹學校合作協議》、
《客船搜救中心合作計劃》等5份合作協議。
2015年7月28日，廣東省人民政府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在香港聯合舉辦「2015粵港經
濟技術貿易合作交流會」。廣東省副省長招玉
芳、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出
席開幕式並作主題演講，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
辦公室副主任仇鴻，香港各大商會和行業協會
代表、粵港知名企業、機構代表和新聞媒體記
者等逾300人出席交流會。
2015年5月28日，廣東省政府、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在香港特區政府總部舉行東江水供
港50周年紀念儀式。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國家水利部部長陳雷、廣東省省長朱
小丹出席活動並致辭。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
任張曉明、廣東省副省長鄧海光等出席活動。
香港發展局與廣東省水利廳在儀式上簽署了關
於從東江取水供給香港有關協議。
2015年4月21日，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
區掛牌儀式在廣州南沙舉行。中央政治局委員、
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為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
驗區揭牌。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掛
牌儀式，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在掛牌儀式上致辭。
2015年3月11日，粵港合作第二十次工作
會議在廣州舉行，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共同主持，共
同研究了今年重點工作安排。
2015年1月30日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梁
振英率特區政府官員到廣州，與中央政治局委
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廣東省省長朱小丹
等會面，商談新一年粵港合作相
關事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帥誠

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昨日在致

辭時，特意提到三個小插曲：

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得

知因廣州天氣原因，導致航班

取消無法出席論壇時十分着

急。她致電香港駐粵辦主任鄧

嘉禧，請他轉達自己「心到，

天氣不讓到」的迫切又無奈的

心情。

澳門梁維特司長在前一日歡

迎晚宴結束後，則立即召集澳

門參會企業家連夜開會，商討

澳門如何加強與廣東的合作。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為了能準

時趕到清遠參加粵港澳論壇，

儘管飛機無法在廣州降落而迫

降珠海，仍然漏夜趕路，直到

凌晨才抵達清遠。中央政府的

重視可見一斑。

招玉芳說，從這三件小事

中，看到了中央政府和港澳政

府對粵港澳三地合

作的重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帥誠

$
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鵬飛、帥誠 清遠報
道）在論壇的主題演講環節，國家發改委學術委
員會秘書長張燕生教授作了主題為粵港澳共同推
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演講。他提出，2014年中
國對外直接投資，已經超過外商直接投資，即表
明「走出去」大於「引進來」，而「一帶一路」
政策目的就是通過資本輸出的方式調節經濟，而
對外直接投資將成為中國未來在全國完成生產、
銷售、服務佈局的一個重要推手。

未來合作需更高級階段轉變
「廣東詠春拳馳名天下，在實施『一帶一

路』國家戰略時，廣東要打好詠春拳離不開粵
港澳的深度合作。」張燕生說，過去35年，香
港和大珠三角地區合作主要以「汗水」取勝，
即通過加工貿易及招商引資等方式，但港澳的
優勢並未完全發揮出來。未來35年，合作將需
要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

階段轉變，轉而靠「智慧」和創新取勝。「未
來35年，粵港澳合作進入黃金時代，香港能夠
從中獲得內地發展紅利，同時又能以金融、航
運等高端專業服務為三地合作服務，這對香港
而言是大機遇。」
廣東自貿區掛牌運作以來，香港各界對於香港

於其中可發揮何種作用十分關注。張燕生在演講
中也表示，國家在多地同時謀劃，打造高標準、
全球化的自由貿易區，意在配合「一帶一路」戰
略，通過資本輸出方式令中國深入亞太及歐洲經
濟區。在這一過程中，作為目前全球經濟自由化
程度最高的地方，香港能夠以金融、航運等方面
的優勢，在企業「走出去」時扮演大角色。他也
建議廣東下好粵港澳這盤棋，把港澳和廣東的優
勢結合起來。特別是利用好香港這一國際金融中
心的資源，為「一帶一路」的發展提供融資幫
助。「粵港澳的合作做結實了、做好了，廣東推
進『一帶一路』戰略的基礎便堅實了。」

張燕生：粵要「打好詠春」須深度合作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
生發表主題演講。

■■簽約儀式現場簽約儀式現場。。

■■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在論壇上致辭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在論壇上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