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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開創新形勢下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習近
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家安全
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
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牢固樹立和
認真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
全為宗旨，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
路，努力開創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堅實
安全保障。

為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保障

王毅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國家安
全委員會副主席李克強、張德江出席
座談會。
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郭聲琨，外
■習近平主持召開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
要講話。
新華社 交部黨委書記、副部長張業遂，湖北

省委書記蔣超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黨委書記陳全國分別介紹了本部門、
本地區開展國家安全工作的情況，並
就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健全國家安全工作體制機制等談
了意見和建議。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發
表了重要講話。他強調，認清國家安
全形勢，維護國家安全，要立足國際
秩序大變局來把握規律，立足防範風
險的大前提來統籌，立足我國發展重
要戰略機遇期大背景來謀劃。世界多
極化、經濟全球化、國際關係民主化
的大方向沒有改變，要引導國際社會
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
序。要切實加強國家安全工作，為維
護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保障。不論國
際形勢如何變幻，我們要保持戰略定

力、戰略自信、戰略耐心，堅持以全
球思維謀篇佈局，堅持統籌發展和安
全，堅持底線思維，堅持原則性和策
略性相統一，把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
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提高網絡安全保障水準
習近平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國家
安全工作提出明確要求，強調要突出
抓好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國土安
全、社會安全、網絡安全等各方面安
全工作。要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
體系，提高社會治理整體水準，注意
從源頭上排查化解矛盾糾紛。要加強
交通運輸、消防、危險化學品等重點
領域安全生產治理，遏制重特大事故
的發生。要築牢網絡安全防線，提高
網絡安全保障水準，強化關鍵信息基

礎設施防護，加大核心技術研發力度
和市場化引導，加強網絡安全預警監
測，確保大數據安全，實現全天候全
方位感知和有效防護。要積極塑造外
部安全環境，加強安全領域合作，引
導國際社會共同維護國際安全。要加
大對維護國家安全所需的物質、技
術、裝備、人才、法律、機制等保障
方面的能力建設，更好適應國家安全
工作需要。
習近平強調，堅持黨對國家安全工
作的領導，是做好國家安全工作的根
本原則。各地區要建立健全黨委統一
領導的國家安全工作責任制，強化維
護國家安全責任，守土有責、守土盡
責。要關心和愛護國家安全幹部隊
伍，為他們提供便利條件和政策保
障。

：中美共促世界和平繁榮
會見美國務卿蒂勒森 就朝核問題交換意見

王毅應約晤日外相
籲推動兩國關係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地時間 17 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德
國波恩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期間，會見了美國國務卿蒂勒森。王毅表
示，中美兩國對維護世界穩定，促進全球繁榮肩負着共同責任，雙方共
同利益遠大於分歧，中方願與美方按照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為世界和
平繁榮作出更多貢獻。蒂勒森則表示，定義美中關係的只能是友好，美
方期待與中方開展高層交往，增進相互理解。
毅表示，習近平主席前不久同特朗普
王總統進行的通話十分重要。美方明確

表示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兩國元首一
致認為中美完全能夠成為很好的合作夥
伴，應在新的起點上推動兩國關係取得更
大發展。這一重要共識維護了兩國關係的
政治基礎，給新時期中美關係的發展指明
了方向，也為雙方在雙邊、地區和全球範
圍內開展全方位戰略合作創造了必要條
件。中美兩國對維護世界穩定，促進全球
繁榮肩負着共同責任，雙方共同利益遠大
於分歧，中方願與美方按照兩國元首達成
的共識，沿着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
合作共贏的方向，加強溝通，增進互信，
管控分歧，深化合作，確保中美關係在特
朗普總統任內取得更大發展，為兩國人民
帶來實實在在利益，為世界和平繁榮作出
更多的貢獻。

蒂勒森：美中關係只能是友好
蒂勒森表示，定義美中關係的只能是友
好。美方重申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這不僅
對兩國關係非常重要，也對地區穩定發展
有利。美方期待與中方開展高層交往，增

進相互理解，維持、完善和加強各領域對
話合作機制，在經濟、金融、安全等領域
加強合作，推動兩國關係實現更大發展。
雙方還就朝鮮半島核問題深入交換了意
見。
據了解，王毅與蒂勒森此次會晤，也是
自今年 1 月特朗普政府上台執政後，中美
外長的首次會談。

解決發展挑戰只有加強合作
以「塑造全球秩序——超越危機管理的
外交政策」為主題的二十國外長會議，當
地時間本月 16 日至 17 日在德國波恩舉行。
會議分兩階段重點討論落實 2030 年可持續
發展議程、在複雜世界中維持和平、對非
夥伴關係等問題。王毅在會議第一階段發
言時強調，解決發展領域挑戰，選項只有
加強合作。
王毅表示，實現發展是國際社會面臨的
共同任務。我們應攜手合作，全力打造和
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建設以互利共贏為核
心的新型國際關係，為世界發展營造更為
有利的大環境；積極創建創新、聯動、開
放、包容的世界經濟，不斷築牢全球可持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見美
國國務卿蒂勒森。
國國務卿蒂勒森
。 新華社
續發展的基礎；倡導共享發展的理念，努
力縮小貧富差距，推動實現全球化進程的
再平衡，讓全球化釋放更多正面效應；建

設以聯合國為主導、南北合作為主渠道、
南南合作為補充的國際合作格局，建立新
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形成發展合力。

在斯港口項目傳擱置 中方：仍穩步推進
■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在斯
里蘭卡價值 11 億美元的漢班托塔港投資計
劃被傳將擱置。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在日前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目

前項目仍在穩步推進。

斯國國內阻力相當大
澎湃新聞昨日援引《聯合早報》當日報

道稱，根據中國投資方——招商局港口與
斯里蘭卡政府的協議，中方將出資收購位
於斯里蘭卡南部、被視為「海上絲綢之
路」重要環節的漢班托塔港口 80%的股
權。此外，雙方也就在同一區域開發面積
15,000 英畝（約 60.1 平方公里）的工業園
區達成共識。這片土地將以 99 年的期限租
借給中方，而中方將在 3 年至 5 年內投資約
50億美元進行開發。
不過這兩項計劃均在斯里蘭卡國內遭遇
了相當的阻力。報道稱，港口工會要求政
府分別將中方的港口股權份額及土地租約
期限降至 65%及 50 年。參考消息網昨日消
息稱，前總統拉賈帕克薩和一些與其關係
密切的議員也公開對政府的這一計劃提出
質疑。
此外，港口和工業園的合同也受到司法
機關的審查。據印度《快報》報道，1 月
13 日，一名斯里蘭卡反對派議員以「決策

中國國有的飛機製造商中國航空工業
集團公司用了近 8 年的時間研發製造了
這款飛機——AG600，它將用於執行水
上救援和森林滅火等任務。

已獲意向訂單17架AG600
這款飛機機體長 37 米、翼展 38.8 米，
外形大小與波音 737 相當，是專為支持
國家航空應急救援體系而研製的。

妄指「華黑客竊配方」
美鋼鐵公司撤回訴訟

未遵循法定程序」為由向斯里蘭卡最高法
院提起訴訟。

當地民眾對項目誤解
不過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易先良表示：
「我們會等法院作出最後裁決，我們有耐
心等下去。」陸慷也在日前舉行的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中方鼓勵有關企業在平等互
利基礎上，根據市場和商業原則開展有關
項目。
據環球網此前報道，斯里蘭卡 1 月曾發
生針對斯里蘭卡政府向中國企業租借漢班
托塔港口及周邊 15,000 英畝土地的示威行
動。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表
示，漢港地區發生的抗議主要是由當地民
眾對有關項目合作存在政策誤解引起的，
中方從未要求斯方只允許中國企業在漢港
工業區落戶。

國產全球最大兩棲飛機 料上半年首飛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參考消息網引述印度
媒體稱，中國國產 AG600 是世界上最大
的水陸兩棲飛機。此外，中國媒體報道
稱，這種飛機已通過了發動機測試，預
計今年上半年將進行首飛。
據《印度斯坦時報》網站 15 日報道，
隨着中國在諸如繁忙的南海海上航道等
地方的領土爭議中採取更強硬的態度，
她加緊研製先進的新型軍事裝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
間2月17日，外交部長王毅在德國波恩出
席二十國集團（G20）外長會期間，應約
會見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王毅表示，今明兩年分別是中日邦交正
常化 45 周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
結 40 周年，雙方應以此為契機，不忘兩
國前輩們的初心，認真總結兩國關係發展
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切實維護好兩國關
係政治基礎，力爭推動中日關係回到正確
軌道。
王毅強調，當前中日關係改善既面臨機
遇，也存在挑戰。日方近期接連在重大敏
感問題上採取消極舉措，對兩國關係改善
進程造成干擾。日方唯有恪守承諾，言行
一致，切實防止出現損害兩國關係政治基
礎的事情，才能實現中日關係的真正改
善。
岸田文雄表示，今年是日中關係發展的
重要年份，日方願按照構築日中戰略互惠
關係的思路，妥善處理雙方分歧，擴大兩
國關係的積極面，辦好日中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紀念活動，推動日中關係的改
善。日方重視中方提出的重大關切，重申
不支持「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不
支持「台獨」，這一立場不會改變。

AG600 的最大航程為 4,500 公里，最大
起飛重量為 53.5 噸，20 秒內可一次汲水
12噸。
去年 11 月，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在
珠海航展上展示了 AG600。這款飛機於
去年7月在珠海總裝下線。
據新華社14日報道說，目前AG600項
目已獲得意向訂單 17 架。但報道沒有作 ■中國自主研製的大型水陸兩棲飛機AG600。
出更多詳細說明。
資料圖片

■美國鋼鐵公司撤回針對「中國黑客」竊
取其高科技鋼鐵關鍵配方的訴訟。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環球網引述美國媒體的
報 道 稱 ， 美 國 鋼 鐵 公 司 （U.S. Steel
Corp.）15 日在官網發佈聲明稱，他們撤
回針對「中國黑客」竊取其高科技鋼鐵關
鍵配方的訴訟，原因是缺乏來自美國政府
的協助，這起複雜的國際訴訟案面臨「難
以承受的負擔」。此次訴訟是美國首次針
對中國鋼鐵產品的「337 調查」的一部
分。
據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網站內容，
去年，美國鋼鐵公司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
會提交了起訴狀，請求對中國首鋼集團、
河北鋼鐵集團、上海寶鋼集團公司等近
40 家來自中國的鋼鐵企業發起「337 調
查」。在起訴狀中，原告還提出了永久普
遍排除令和永久有限排除令，旨在將包括
上述企業在內的所有生產涉案「輸美碳鋼
與合金鋼產品」的企業清除出美國境內。
針對本次「337 調查」，中國商務部在
去年5月27日曾發文表示，美國史無前例
地針對中國鋼鐵產品發起「337 調查」，
帶有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中方
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不滿。中國商務部認
為美方對中國鋼鐵發起的「337 調查」，
其申請和指控「沒有事實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