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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報：中波共迎發展機遇

習歡迎各國搭中國發展快車
絲路國際論壇開幕講話 中波打造「一帶一路」合作典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波蘭總統杜達前日在華沙共同出

席絲路國際論壇暨中波地方與經貿合作論壇開幕

式。習近平發表題為《攜手同心 共創未來》的重

要講話，強調中國有信

心、有能力保持經濟中高

速增長，歡迎各國繼續搭

乘中國快速發展的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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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推動區域繁榮
習近平強調共商共建「一帶一路」，推動
區域經濟繁榮，維護世界和平穩定，順大
勢、應民心。我們要弘揚絲路精神，共創共
享美好未來。他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提
出3年來，得到沿線國家積極響應，取得明顯
進展。這說明，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精
神，傳承千年不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
信念，綿延萬里不絕。「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國情和發展階段不同，文化上也存在差
異，共處時必須相互尊重、包容差異，共事
時必須幫貧扶弱、均衡發展。「一帶一路」
建設是沿線各國共同的事業，需要大家一起
努力，合作好、發展好、分享好。

經貿合作作為主攻方向
習近平指出，波蘭人民是中國人民的好朋
友、好夥伴。兩國友誼源遠流長。當前，雙
方都有意願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繁
榮，在區域合作中發揮更大作用。習近平就
開展「一帶一路」建設、中國—中東歐國家
合作、中波合作提出5點建議。
第一，齊心協力，將中波合作打造成「一

帶一路」合作的典範，帶動整個區域合作。
第二，突出重點，將經貿合作作為主攻方

向，攜手推動中歐貿易和投資機制建設，提
高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整合歐洲
先進技術優勢、中國產能優勢、波蘭區位和
人才優勢，打造新的貿易中心和經濟增長
極。
第三，緊密協作，推動中國—中東歐國家

合作更加緊密地同「一帶一路」建設對接，
構建持久務實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
第四，優化機制，使地方政府、企業和其

他民間機構形成合力。中波兩國地方政府應
該繼續加強交流，為當地企業和其他民間機

構開展合作多搭橋、搭好橋，拓展各領域務
實合作，夯實中波友好的民意基礎。
第五，智力先行，強化智庫的支撐引領作

用。要加強對「一帶一路」建設方案和路徑
的研究，在規劃對接、政策協調、機制設計
上做好政府的參謀和助手，在理念傳播、政
策解讀、民意通達上做好橋樑和紐帶。

中國有能力中高速增長
習近平強調，中國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經

濟中高速增長，歡迎各國繼續搭乘中國快速
發展的列車。我們要攜手同心、精誠合作、
弘揚絲路精神，早日建成利益共同體、責任
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共創共享美好未來。
波蘭總統杜達、波蘭總理希德沃在致辭中

表示，「絲綢之路」在歷史和今天都把歐洲
同亞洲聯繫在一起。波蘭支持「一帶一路」
倡議，並在中東歐地區率先加入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積極致力於歐亞合作。「絲綢
之路」同「琥珀之路」連接起來，將為促進
歐亞安全和繁榮發揮重要作用。習近平主席
這次訪問波蘭期間，兩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將進一步激發波中經貿、科技、地方
等各領域合作的巨大潛力，更好造福兩國和
兩國人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上海合作組織黃皮書：上海合
作組織發展報告（2016）》發佈會昨日在北京舉行。黃皮書指
出，擴員是上合組織發展壯大的重大機遇。此外，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當地時間21日抵達烏茲別克斯坦第三大城市布哈拉，他表
示，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立15周年峰會，同各方一道回顧本
組織發展歷程，總結合作成果，弘揚「上海精神」，規劃本組織
未來。
黃皮書稱，未來10年將成為國際關係快速轉變的時期，也是上
合組織發展的關鍵時期，更是上合組織提升發展水平和國際影響
力的時期。「擴員成功將助推上合組織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使該
組織提升到新的發展水平。」

倡加快建立衝突管理機制
黃皮書表示，上合組織首次擴員應堅持慎重、謹慎、穩步推進

原則，要積極穩妥、嚴格程序，而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黃
皮書並建議建立矛盾衝突管理機制，為擴員鋪平道路。一方面，
中亞各國之間存在的邊界糾紛、民族矛盾、水資源爭端等問題，
不同程度地影響着中亞地區的安全；另一方面，印巴兩國的矛盾
以及印巴與現有成員國之間的邊界問題等，都需要通過上合組織
現有法律機制在擴員前得到解決。因此，應在上合組織框架內，
加快成立專門衝突管理機制以及時化解成員國之間的矛盾。

波蘭總統在致辭中提及的「琥珀之路」，在歐洲的歷史地位
中，與「絲綢之路」有着相似的重要性。據考證，早在公元前
2000年，精明的地中海商人就開始在波羅的海地區採購琥珀，然
後運回地中海售賣給貴族。當時，這種晶瑩剔透的寶石極受貴族
的歡迎，其價格完全不輸於黃金。

琥珀商人帶着他們昂貴的貨物需要最安全的路線，由於戰爭和
遷徙，這條線路曾多次變化，但河流始終是最天然和理想的選
擇，河邊越來越多的驛站為琥珀商人提供了安全過夜場所。在歐
洲有多條「琥珀之路」。最短、最古老的一條「琥珀之路」從波
羅的海在愛沙尼亞的海岸線經由波蘭、捷克的摩拉維亞，繞過阿
爾卑斯山到達奧地利，跨過多瑙河，向南一直到達亞得里亞海海
岸的阿奎利亞。

隨着琥珀貿易的發展，「琥珀之路」也逐漸形成，並不斷延伸、
拓展，甚至遠至亞洲的印度和中國等地。「琥珀之路」也最終成為
了連接歐亞大陸的重要商道。對於歐洲人而言，「琥珀之路」的重
要意義幾等同「絲綢之路」，因為從事琥珀貿易的商人不但將琥珀
帶到東方，同時還將東方的工藝品、技術等帶回
歐洲，因此「琥珀之路」可以說是除「絲綢之
路」之外另一條促進東西方交流和古代文明發展
的重要渠道。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波蘭是國
家主席習近平此次歐亞之行的第二站，也
是時隔12年後中國國家元首再次往訪。習
近平主席20日同波蘭總統杜達舉行會談，
兩國元首高度評價中波傳統友誼和雙邊關
係發展，一致決定將中波關係提升為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加強交流合作，給兩國人
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
出，波蘭是歐盟重要成員國，是中東歐地
區領頭羊，是「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
家、中國與中東歐合作的主要參與者以及
亞投行創始成員國，波蘭政府提出「再工
業化」戰略和可持續發展規劃，也與「一
帶一路」建設高度契合。由此可見，中波
兩國有着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礎，也
面臨良好的發展機遇。習近平在同杜達會
晤時已經充分釋放合作善意：「中方歡迎
波方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願同波
方一道，加強在『一帶一路』建設框架內
合作，深入挖掘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
等領域合作潛力，力爭取得更多成果。中
方歡迎波方作為創始成員國積極參與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設。」
文章又指出，在新起點上推動中波關

係向着更高水平、更寬領域、更深層次
發展，雙方要堅持平等互信，從戰略高
度和長遠角度看待雙邊關係，相互理解
和支持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確
保中波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要加強
戰略對接，以簽署共同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政府間諒解備忘錄為基礎，加
緊完成兩國規劃綱要編制，充分梳理和
籌備重大合作項目，爭取早期收穫；要
深化務實合作，大力推進能源、基礎設
施建設、交通物流、通信、航天等各領
域合作，提高雙邊合作含金量，共促經
濟發展；要鞏固傳統友誼，互學互鑒，
擴大文化、教育、地方、旅遊、體育等
領域交流合作，讓兩國青年接好中波友
好的接力棒；要用好現有平台，務實推
進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造福十七國
人民；要促進中歐合作，加強在國際事
務中的溝通和協調，為推進以合作共贏
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
共同體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自然》雜誌在昨日發表題為《中國科學之
星》（Science stars of China）文章，介紹了
10位中國科學家及其科研成就。這10名科學
家由《自然》雜誌的記者和編輯選出，他們在
神經科學、中微子、空間科學以及結構生物學
等領域有着重要影響，並對提升中國在全球科
學領域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關注的
是，香港科技大學神經生物學家葉玉如成為唯
一入選的香港科學家，她也是入選的四名女科
學家之一。
首版於1869年的《自然》（Nature）是世界
上歷史悠久的、最有名望的科學雜誌之一。該

刊特寫編輯理查德．莫納斯捷爾斯基說，這10
位科學家凸顯了中國創新的廣度和對於創新的
承諾，中國也會繼續朝着成為科學領域領導者
的目標不斷推進。

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入選
這10名科學家中有5名來自中國科學院系

統，包括中科院國家空間中心吳季；中科院遺
傳發育所女科學家高彩霞；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所長王貽芳；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
所女科學家付巧妹；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陸
朝陽。
除上述兩名中科院系統的女科學家外，香港

科技大學葉玉如憑藉在基礎神經生物學上的研
究和對大腦健康的轉化研究提升了中國生物技
術入選。
兩名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中國科學家同時入選。

他們是，中國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國家海洋局極
地考察辦公室秦為稼（幫助揭開南極冰蓋的歷
史）。此外，領導科研團隊向地球最深處進軍的上
海海洋大學深淵科學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崔維成，
以及觀察到蛋白質在原子層面如何工作的清華大
學女教授顏寧，也被《自然》評為中國科學之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及人民網
報道，杜達前日晚
上在華沙王宮為習
近平舉行了盛大歡
迎晚宴。夜色下的
華沙王宮，燈光璀
璨，鮮花綻放。當
地時間晚上7時45

分許，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抵達王宮，杜達
和夫人阿加塔熱情迎接。兩國元首夫婦同出
席歡迎宴會的中外嘉賓握手並親切交談。

「眼鏡蛇」將軍擊落多架日機
習近平在致辭中談到，波蘭文化豐富燦

爛，人民熱情好客，國家蓬勃發展。中波
兩國人民友誼源遠流長。早在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波蘭功勳飛行員烏爾班諾維奇將
軍曾在中國參加抗戰，傅拉都醫生不遠萬
里赴中國支持我們的抗日戰爭。
習近平所說的烏爾班諾維奇將軍，因為

技術高超在波蘭被稱為「眼鏡蛇」。1943
年抗日戰爭期間，他駕駛着戰機參加了常
德會戰，在作戰中擊落了多架日機，打擊
了敵人的氣焰。波蘭前眾議院議員彼得．
卡濟諾夫斯基曾在《人民日報》發表過一
篇題為《波蘭歡迎中國人》的文章，文中
提到，「二戰期間，波蘭英雄烏爾班諾維
奇將軍曾前往中國，同中國飛行員並肩作
戰，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

「華佗傅拉都」奔鄂湘戰場
而傅拉都醫生則因為醫術高明被稱作

「華佗傅拉都」，因參加國際援華醫療同
中國人民結緣，醫術高超的他還是國際醫
療隊的負責人。1940年救護總隊把醫療隊
派往各戰區服務，傅拉都擔任691醫療隊
長，奔赴湖南、湖北
戰場。有一次，部隊
把繳獲的戰利品——
一面寫有「武運長
久」字樣的日本旗子
送給他作紀念。傅拉
都很珍視這份禮物，
一直把它保留在身
邊，並帶回了波蘭。
後來他的兒子來到貴
陽，把這面旗子捐給
了貴陽市檔案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為期三天的「第26屆東北亞合作對
話會」從昨日起在北京舉行。包括朝鮮在內的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與
會國均出席此會議。華盛頓當局表示，美國與朝鮮六方會談代表無意
在北京會面。
據韓國媒體報道，本屆東北亞合作對話會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CIIS）與美國加州大學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IGCC）共同舉
辦，因六方會談各國代表團團長或副團長出席會議，因此被稱為是
「迷你六方會談」。另外，民間專家也出席本屆會議。
這是自在中國大連舉行「第23屆東北亞合作對話會」以來，朝鮮首

次出席東北亞合作對話會，因此尤為引人關注。
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韓方代表團副團長、韓國外交部北核外交企劃

團團長金健、朝鮮外務省美國局副局長崔善熙、美國國務院對朝鮮政
策特別代表金成、近期被任命為六方會談日方代表團團長的金杉憲
治、中國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六方會談俄方代表團副團
長、俄羅斯外交部特任大使達維多夫將分別代表各方出席會議。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科比20日表示，正在北京訪問的美國國務院朝鮮政

策特別代表金成不會單獨會見朝鮮外務省美國局副局長崔善熙。科比介
紹，金成此行是為出席「半官半民」性質的第26次東北亞合作對話，他
將同中國政府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等中方主要人士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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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選中國十位科學之星
港科大葉玉如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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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之路」是歐洲「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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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黃皮書：
擴員是上合發展重大機遇

■■香港科技大學的葉玉如入選香港科技大學的葉玉如入選
《《中國科學之星中國科學之星》。》。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傅拉都醫生傅拉都醫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烏爾班諾維奇烏爾班諾維奇
將軍將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華沙絲路國際論壇暨中波地在華沙絲路國際論壇暨中波地
方與經貿合作論壇開幕式方與經貿合作論壇開幕式，，習近習近
平發表題為平發表題為《《攜手同心 共創未攜手同心 共創未
來來》》的重要講話的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同杜達出席統一品牌中歐班列首達歐習近平同杜達出席統一品牌中歐班列首達歐
洲洲（（波蘭波蘭））儀式儀式，，一起吃蘋果慶祝一起吃蘋果慶祝。。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