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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菲要雙管齊下
近日，隨着時間推移，中菲關係的小

船似乎正從所謂仲裁案引發的狂風巨浪
中轉入相對平靜狀態。菲律賓新總統及
其團隊，近期頻頻對華拋出橄欖枝，發

出修補菲中關係的信號。不少網民歡呼中國已首戰告
捷。事實真的如此嗎？恐怕高興得有點早了，南海問
題將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而中菲關係發展亦仍任重
道遠。

實際上，對菲而言，所謂南海仲裁案結果，已經是
拿在手裡的一張牌，它只是現在暫時選擇不打，並沒

有說不接受仲裁，相信在需要時，菲律賓仍會隨時拿
出來再打。因為，在菲律賓及其狐朋之輩看來，仲裁
案結果是有所謂法律效力的，他們不會輕易「認
慫」。近日，美國國務卿克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接
踵訪菲，力挺仲裁案並提供巨額援助就是明證。

向菲方列明改善關係底線
目前，不能排除菲律賓只是藉機遊走於中、美、日

之間，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對中國而言，當務之急，
應是向菲方列明改善兩國關係的底線，避免為一時表面

的友好姑息養奸，留下後患，絕不能讓菲方將所謂仲裁
案結果當做既成事實、當做談判的基礎，否則一切免
談。對於菲律賓來說，要修補中菲關係，最好的辦法就
是盡快改正錯誤，公開宣佈放棄所謂仲裁案結果，徹底
將這張廢紙扔進垃圾筒，不再心存幻想，腳踏實地和中
國展開談判。但是，這一切談何容易。

南海問題是一場持久戰。中國一定要雙管齊下，兩
手準備，防止有關國家出爾反爾。一方面，中國要積
極和有關當事國直接談判，和平解決爭端。但同時，
中國該採的油繼續採，該建的島礁還繼續建，該捕的
魚繼續捕，該巡航執法的照樣去，並要做好最壞打
算。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權益不容侵犯，能戰方能止
戰。 ■記者 葛沖

中菲應建強有力雙邊關係
接受中國媒體訪問 對兩國逐步縮小分歧表樂觀

菲
總
統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網15日刊發近期將出版的中國《龍》雜誌

2016年第3期刊載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獨家專訪文章，就中菲關

係、經濟合作以及文化交流等問題回答了提問。杜特爾特對菲中關係的未來非常

樂觀，並認為兩國應該建立一種強有力的雙邊關係，這種關係能夠超越不時出現

在兩國之間的個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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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菲方對中美言論
對華言論
■5月11日，杜特爾特確定當選菲律賓總
統後，在達沃市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對
與北京在具爭議性的海域攜手進行石油和
天然氣勘探活動持開放態度。
■6月25日，杜特爾特在菲律賓達沃市接
見在競選期間支持他的菲律賓華人時強
調，中國將是他上任後第一個要拜訪的國
家。他不覺得南海以及黃岩島是個大問
題，認為中菲兩國領導人可以解決這個小
事情。
■8月10日至11日，菲律賓總統特使、前
總統拉莫斯在香港同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
員會主任委員傅瑩進行私人會晤時表示，
菲律賓政府願意在合適的時機，與中國政
府就雙方共同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舉行正
式會談，以尋求和平與合作的路徑。
■8月11日，杜特爾特與訪菲的日本外相
岸田文雄在達沃市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
「中國不是二號角色，希望與所有國家保
持良好關係」。
■杜特爾特近日接受《龍》雜誌總編輯獨
家專訪時表示，中國是菲律賓在本地區的
鄰國和重要夥伴，菲律賓長期執行開放和
積極接觸的對華政策，樂觀看待菲中逐步
縮小分歧。

對美言論
■8月5日，杜特爾特批評美駐菲大使菲利
普．戈德堡，指責其干涉菲律賓內政。
■8月10日，杜特爾特在菲南部一個兵營
裡再次批評美駐菲大使菲利普．戈德堡，指
責其干涉菲律賓內政，強調「戈德堡不應該
多管閒事，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

■記者 葛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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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20天，9月4日，二十國
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一次
峰會就將在中國杭州召開了。
這是G20這一重要會議第一次
在中國舉行，而且今年的峰會
尤其重要。何以如此？不妨結
合當前世界形勢特別是經濟形

勢，從幾個「節點」上作些分析。
對世界經濟來說，杭州峰會是新舊動能轉換的

節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貨幣與財政刺激成
了世界多數國家應對危機過程中最常見的手段。
然而，被部分國家近乎無限制使用的貨幣與財政
政策，不但沒有給全球經濟帶來新的繁榮，反而
帶來更多更嚴重的新問題和負面外溢效應。鑒
此，中國提出把今年G20峰會主題確定為「構建
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首次把
「創新」提到峰會主題當中，把創新增長方式、
挖掘增長潛力作為峰會核心任務。這有利於從根
本上解決當前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同
時找到全球增長的新動能。

對全球治理來說，杭州峰會是從穩增長到促發展
轉型的節點。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的增長，是
G20到去年為止的首要議程，這一議程把主要政策
資源用到「穩增長」上。而去年的G20安塔利亞峰
會，明確把G20的首要議程聚焦到落實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上來。這一目標體系涵蓋人類發
展的方方面面目標，而「增長」只是發展的一個
「子集」。G20的使命，通過與聯合國的全人類願
景相結合，實現了「轉型升級」。今年，G20已將
發展議題置於全球宏觀框架的突出位置，圍繞落實
「2030年可持續發展」制定了行動計劃。2016無疑
是實踐這一使命的破題之年，G20杭州峰會將是實
現這一轉型的重要節點。

對G20機制來說，杭州峰會是從危機應對到長
效治理轉變的節點。G20領導人峰會機制，最初

是由於應對危機的緊迫需要而出現，而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
的使命則要求G20向長效治理轉變。今年，G20已進一步完善
治理結構，建立了更多的部長級會議機制，為增強長效治理能
力而強筋健骨。為實現全球性發展，G20杭州峰會還邀請了東
盟主席國、非盟主席國、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主席國以及77國
集團主席國等參會，更好地體現了「包容」的主題。

對中國作用來說，杭州峰會是中國為世界作出經濟貢獻到提
供「中國方案」轉折的節點。說起全球經濟增長和復甦，當然
離不開中國。2008年-2015年，中國貢獻了全球GDP增長總量
的47%，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經濟「火車頭」。去年，全球貿易
出現兩位數負增長，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卻從12.2%上升到
13.8%，幾乎以一己之力支撐着全球貿易局面。可以說，比對全
球經濟規模的貢獻度，中國堪稱「勞模」，當然中國還可以作
出「更大貢獻」。正因為如此，
中國為此次G20杭州峰會作出了
巨大努力，力求為形成完善全球
經濟金融治理、打造富有活力的
世界經濟提供「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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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二十國
集團（G20）領導人峰會即將於下月初在杭州正
式登場。首次作為主席國的中國將引領峰會達成
哪些成果備受各方矚目。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保
東昨日在北京表示，中方希望同各方共同努力，
推動制定《G20創新增長藍圖》，出台《G20全
球投資指導原則》和《G20 全球貿易增長戰
略》，制定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
動計劃，從根本上解決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
問題，為實現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
提供新的方案。

為世界經濟指明方向發掘動力
當前，全球經濟正在緩慢復甦，但仍面臨下行壓

力。同時，地緣政治的挑戰正在增加，國際貿易和
投資疲軟。李保東強調，中方希望通過舉辦杭州峰
會實現三大目標：一是要發揮G20的引領作用，體
現G20的戰略遠見和雄心，為世界經濟指明方向發
掘動力；二是要加強國際的經濟合作，要發揚同舟
共濟的夥伴精神，共同應對風險和挑戰，發出團結
合作、開放包容的強有力的政治信號；三是創新機
制建設，搭建鋪設合作的平台，為G20從危機應對
向長效治理轉換提供堅實的基礎。
G20是世界上首要的經濟治理平台。在昨日吹

風會上，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表示，杭州峰會將
進一步聚焦應對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的突出
風險，聚焦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穩定金融市場的

共同行動。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強調，金融
部門改革仍將是杭州峰會的重要議題，將就建立
開放和穩健的金融體系，建立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和發展普惠金融形成重要成果。

從根本解決增長動力不足問題
李保東說：「我們希望通過推進峰會制定G20

增長藍圖，從根本上解決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
的問題；我們希望推進結構性的改革，為實現世

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提供新的方案；
我們希望完善全球的經濟、金融制度，推進國際
金融機構的改革，加強金融、稅收、能源、反腐
敗等領域的合作；我們希望加強國際貿易和投資
合作，通過制定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和全球投資指
導原則，重振這兩個增長的引擎；我們希望強化
發展合作，引領全球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
程，支持非洲工業化，為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開
闢新的天地。」

中方盼G20杭州峰會實現三大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
道，應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邀請，緬甸
聯邦共和國國務資政昂山素季（港稱昂山
素姬）將於8月17日至21日對中國進行正
式訪問。緬甸民盟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
執委吳溫騰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
相信這次訪問將促進兩國、兩黨關係進一
步發展。
吳溫騰說：「昂山素季曾經訪問中國，當

時是以黨主席身份訪問的，並非政府領導。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昂山
素季，對我們的領袖、我們的黨給予尊重。
雙方的目的相同，作為鄰國，要親密友好地
交往。這次成功訪問，對兩國、兩黨的友好
關係發展起到很大促進作用。」
他說，昂山素季將再次訪問中國。在訪問

之前，中國共產黨代表團來訪，交流看法，
這是對緬方的尊重，對兩國、兩黨關係都非
常有好處。「我相信，兩國關係、兩黨關係
將更進一步，朝着更好的方向發展」。
昂山素季領導的民盟贏得2015年11月8日
舉行的全國選舉。今年4月1日，民盟領導
的緬甸新政府正式執政。4月5日，中國外交
部長王毅訪問緬甸，成為緬甸新政府成立後
第一個訪緬的外長。
中國將是昂山素季作為國務資政兼外長訪

問的第一個東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陸慷在昨日的記者會上說，昂山
素季國務資政訪華期間，中緬雙方將就中緬
關係及共同關心的議題交換意見。除北京
外，昂山素季國務資政還將赴其他城市參
訪。

昂山素季明訪華 緬方：兩國關係將更好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今年4月訪問緬甸，與昂山素季
舉行會談。 資料圖片

杜特爾特於6月30日在首都馬尼拉的總統府接受中
國《龍》雜誌總編輯賈正專訪。杜特爾特談到，

在過去的41年中，菲律賓與中國的關係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在合作和具有挑戰性的各個領域我們都是健康
和充滿活力的夥伴。」中國是菲律賓在本地區的鄰國和
重要夥伴，菲律賓長期執行開放和積極接觸的對華政
策。「我希望這種關係會繼續發展。」他表示，在許多
領域應更多地加強兩國之間的傳統友誼。

將中國發展視作自身機會
杜特爾特認為，建立共識、恢復信任和增進友誼是以
雙方的良好信任和誠意為基礎，只要有這樣做的意願，
「我對能逐步縮小我們之間的分歧是樂觀的」。他說：
「鑒於此，我對菲中關係的未來非常樂觀，因為這是一
種古老和重要的友誼。」
杜特爾特坦言，中國的和平崛起能夠為本地區和世界
帶來很多益處，菲律賓將中國的發展看成是自身的機

會。「我相信我們應該建立一種強有力的雙邊關係，這
種關係能夠超越不時出現在兩國之間的個別問題。用這
樣的方式，菲律賓能夠同中國一起發展並得益於健康、
全面和長期的雙邊關係與合作。」

籲雙方創造有利投資環境
在2013年，中國在東南亞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大約
為30%，杜特爾特認為，為了從中受益，菲律賓需要做
到以下幾點：
一是要更好地了解中國企業在東南亞的投資模式，而

菲律賓方面則要加倍努力，向中國各省份的企業界宣傳
在菲律賓投資的益處。二是在旅遊方面，多年來菲律賓
一直是中國的第四大旅遊市場。同時，每年有越來越多
的菲律賓人去中國旅遊。在2015年，有100多萬菲律賓
人訪問了中國。在通過私營領域繼續加強菲中經濟關係
的同時，菲中兩國政府也必須創造一種有利於投資的環
境來加強經濟技術合作。

《龍》雜誌過去也曾刊登過頗有分量的文章，如曾在
2016年第2期刊載格魯吉亞總理喬治克維里卡什維利署
名文章，題為《格魯吉亞將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
其連接歐亞的區位優勢作用》；2014年11月在其冬季
號上亦發表了時任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的署名文章
《軍人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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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日前在馬尼拉的總統府接受中國
《龍》雜誌總編輯賈正專訪。 網上圖片

■中國外交部昨日在京舉行中外媒體吹風會，介紹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有關情況。 記者葛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