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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將引渡逾200台電騙疑犯赴陸

王毅：大國當為各國遮風擋雨
強調應同舟共濟 不能相互對抗

北京「小平樹」三十年蔚然成林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

社、中通社報道，當地時間17日，中國

外交部長王毅在第53屆慕尼黑安全會議

上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面對當今各種

全球性挑戰，大國應當以人類和平發展

的大局為重，攜手合作，同舟共濟，為

世界各國遮風擋雨，而不能各自為政，

獨善其身，甚至相互對抗。

結束在德國波恩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外長峰會之
後，當地時間17日晚，王毅在德國慕尼黑

出席了第53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並在全體會議上
發表題為《堅持合作理念，作出正確抉擇》的主
旨演講。波蘭、烏克蘭總統，西班牙、英國、荷
蘭外交大臣以及多位前政要、專家學者300多人
出席。

大國交惡世界就會衝突動亂
王毅表示，國家不分大小，當然是一律平等。
同時大國擁有更多的資源，具備更強的能力，有
責任也有義務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發揮更大作
用，為人類發展與進步作出更多貢獻。
王毅指出，無論在哪個時代，大國和睦，世
界就能和平穩定；大國交惡，世界就會衝突動
亂。面對當今各種全球性挑戰，大國應當以人
類和平發展的大局為重，攜手合作，同舟共
濟，為世界各國遮風擋雨，而不能各自為政，
獨善其身，甚至相互對抗。中國歷來是一個負
責任的大國。我們願與世界其他各國和平共
處，真誠合作。

朝核六方會談還有復談機會
主旨演講後，王毅還就朝鮮半島局勢回答了現
場提問。王毅表示，一直以來，解決朝鮮半島核

問題有兩種路徑，一是對話，一是對抗。2003年
至2009年，關於朝核問題的對話與談判一直在持
續，儘管其中遇到過各種曲折，但只要談判持
續，朝鮮的核導開發就得以有效管控，半島局勢
也能保持總體穩定。但2009年後，六方會談完全
中斷，朝核問題逐漸進入對抗通道，呈現出核
試、制裁、再核試、再制裁的負面循環。「這一
狀況不應再繼續下去了！因為其最終局面可能各
方都無法承受，將是一個多輸的局面。」
中方認為，復談還有機會，和平仍有希望。我

們當然要繼續嚴格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特別
是2270和2321號決議，使其切實發揮應有效力。
同時也不能放棄復談努力，因為這也是安理會決
議中規定的內容。在此，中方呼籲，各方都不要
再採取任何導致局勢緊張激化的行動，而是共同
探索並找到重啟談判的突破口，以各方都能夠接
受的方式回到談判桌前來。在這方面，美朝兩家
作為最直接當事方，有必要盡快作出政治決斷。
作為朝鮮半島的最大鄰國，中國願繼續從中斡
旋，發揮積極作用。

汪洋周小川劉鶴肖捷
分別與美國財長通話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網、人民網報道，

北京時間18日，美國政府發佈新聞稿稱，財
政部長努欽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人民銀
行行長周小川、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劉鶴及財政部部長肖捷等人分別通了電話。
新聞稿稱，努欽在電話中強調，他期待着在

自己任內發展強勁的美中關係，其並強調了未
來實現更均衡雙邊經貿關係的重要性。
努欽表示，他將致力於與中國領導層在雙邊

及多邊場合就經濟、金融、貿易與投資以及非
法金融等一系列問題上密切合作。

2月17日，中國外長王毅在出席G20外
長會期間會見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他們談
及中美關係，談及習近平主席日前同特朗
普總統的通話。

儘管中美關係不會一帆風順，但雙方完
全可能找到一條讓美國再次強大的新美國
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相互
融通之路。日前，一份由美國重量級中國
問題學者組成的兩黨聯合特別小組發表的
名為「美國對華政策：給新政府的建議」
的報告，在建議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採取比
其前任們更為強硬政策的同時，也強調

「與中國打交道的唯一辦法是與中國建立
良好關係」。
「讓美國再次強大的路取道北京」，是

美國的「中國通」白邦瑞去年底在京參加
盤古智庫研討會時的一種表態。這句話道
出了中國之於美國的分量，也揭示了中美
合作的廣闊前景。
中美雙方合作前景廣闊，決非虛言。比

如，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中美雙方就
可以開展廣泛合作，與中國合作可以為美
國帶來巨大紅利。特朗普在「百日計劃」
中提出美國能源與基建法案等，計劃利用

稅收減免來鼓勵公私合營與吸引私有資金
的投資，並在未來10年內對基礎設施項
目投入1萬億資金。顯然，中國的「一帶
一路」倡議能吸引特朗普。一些美國人就
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將給美國
帶來機遇。還有人建議，美國應尋求將
「新絲綢之路計劃」與「一帶一路」對
接。美國有智庫甚至主張，美國應選擇性
參與一些經濟走廊建設。

的確，美國人完全可以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一帶一路」強調共商共建共
享，並不局限於沿線國家，也包括相關國

家。項目也許在沿線國家，但標準、規
則、資金、技術、人才是全球性的，美國
企業、美國人和美元已經大量參與了「一
帶一路」建設。比如亞投行的結算貨幣是
美元，絲路基金首席顧問也是美國人。顯
然，美國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

進一步看，在網絡、極地、深海、太空
等關涉全球的領域，中美開展合作同樣前
景廣闊、大有可為。畢竟，中美面臨的問
題越來越趨同或類似，任何一方都無法單
獨解決或靠原有聯盟體系應對。
面對世界的不確定性和全球性挑戰，中

美彼此對抗終將
兩敗俱傷、殃及
世界，唯有合作
才是雙方的必然
選擇。

合作是中美的必然選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王義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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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安會，中國緣何備受關注
一年一度

的慕尼黑安
全會議 17 日

拉開帷幕，危機、焦慮和反思
成為本屆慕安會的一條主線。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應邀在全體
會議上發表題為《堅持合作理
念，作出正確抉擇》的主旨演
講，與各方共同探討維護國際
安全與發展之道。

新興力量更深度參與全球事務
進入新世紀，世界的問題單

反而變得越來越長，越來越棘
手。尤其當下，民粹主義、保
護主義、逆全球化潮流前所未
有衝擊西方，各種全球性挑戰
此起彼伏，人類發展又一次站
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世界怎
麼了、我們怎麼辦——成為各
國思考的重大命題，也是本屆
慕安會備受關注的現實背景。
數日前，慕安會在年度報告

《後真相，後西方，後秩序？》
中指出，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可
能正走向終結，非西方國家開始
建構世界事務新框架。「後西
方」一詞的頻繁出現，既反映西
方對自身發展困境的憂慮與反
思，也反映了新興力量更深度參
與全球事務的大勢。
世界亂雲飛渡，中國怎麼
看？正如王毅所說，作為國際
社會的重要一員，中國當然不

能也不會在這樣重要的時刻置
身事外。王毅在演講中連續以5
個「我們認為」回應困惑徬
徨，正本清源、立場鮮明：全
球化不是洪水猛獸；世界並沒
有失序；不存在什么「歷史的
終結」；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
各種全球性挑戰並非不可戰
勝；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世界
的主流。

中方四方案貫徹合作共贏理念
世界那麼大，問題那麼多，

中國怎麼辦？王毅提出四點方
案：繼續堅持多邊主義；不斷
加強大國合作；着力完善全球
治理；堅定推進各類區域合作
進程。其核心理念，正是中國
外交一貫倡導的開放包容、合
作共贏。
走過50載時光，慕安會從一

個進行美歐防務對話的「跨大
西洋的家庭聚會」成為全球高
規格的安全政策論壇，是各國
高官學者就國際形勢、安全合
作各抒己見的重要平台。從
1999年中國首次派代表出席，
參加亞太發展與和平安全等議
題的討論，到如今站在講台中
央，縱論天下大事、為世界把
脈開方，人們看到的是中國參
與國際合作的積極姿態，是世
界對中國作為的殷切期待。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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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留學生被打死
英國男友謀殺罪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英國BBC中文網報道，中

國女留學生畢習習被打死一案當地時間17日
在英國威爾士首府卡迪夫宣判，死者的英國男
友被判謀殺罪成立。
去年8月，24歲的畢習習遭到男友喬丹．馬

修斯毆打，下頜骨和多條肋骨骨折，身體大片
瘀青，送醫後因心搏停止而死亡。馬修斯否認
謀殺，認為自己只是過失殺人。但卡迪夫皇家
法院的陪審團認定，他的謀殺罪成立。
畢習習1992年生於中國南京，15歲到英國

讀書。根據「威爾士在線」網站報道，畢習習
的朋友們都說她聰明善良。除了英語之外，還
會說法語和西班牙語。她曾在牛津讀中學，
2012年進入卡迪夫城市大學（Cardiff Metro-
politan University）學習管理專業。
2015年4月，她開始和在酒吧工作的馬修斯

交往。畢習習在經濟上支持馬修斯，不僅為其
支付房租，還為其購買食品和衣物。但是，馬
修斯時常毆打畢習習，還說她「一錢不值」。
畢習習親友說，為了掩蓋臉上的瘀青，她開始
化很濃的妝，還說她眼下有黑斑是因為「複習
太累」導致的。
馬修斯告訴警方，他是空手道黑帶，但認為

他的毆打不至於造成如此嚴重的傷勢。馬修斯
說，他毆打畢習習是因為懷疑她「另有所
愛」，而且當時他抽了很多大麻。畢習習宣告
死亡之後，他還為此傷心哭泣。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去年12
月西班牙與中國大陸聯手破獲電信詐騙
案，其中有台灣涉案人員200多名。有消
息稱，西班牙政府內閣部長會議決定，將
同意中國大陸對涉及電信詐騙案269名台
灣及大陸嫌犯引渡至中國大陸的請求，全
案應繼續進行相關司法程序。
台灣當局表示，案發後台灣持續與西班
牙政府接洽，且已經以正式管道向對方提

出引渡請求，主張將台灣涉案者遣送或引
渡回台，但西班牙與中國大陸簽有引渡條
約及司法互助條約，西班牙政府始終未對
台灣作出正面回應。台灣媒體還稱，目前
西班牙司法程序尚未完成，台灣政府部門
繼續透過法律程序爭取權益。
台灣當局並表示，跨國詐騙為國際合作

打擊的重大罪行，呼籲台灣民眾切勿抱持
僥倖心態赴海外從事包括電信詐欺在內的

不法行為，以免得不償失。
此前，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就台灣民眾多

犯詐騙案一事表示，台灣陸委會應該想一
想，為什麼去年5月20日以後，雙方警務
部門的人員沒有再就合作打擊犯罪事宜進
行過會面和接觸，為什麼這些台灣電信詐
騙嫌疑人由於屢屢被輕縱，導致受害人權
益不能受到維護，「他們更應該反思的是
台灣的有關規定和台灣的政治文化。」

■■西班牙警方破獲詐騙集團的機房西班牙警方破獲詐騙集團的機房，，嫌嫌
疑犯全部趴在地上就範疑犯全部趴在地上就範。。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今起暫停進口朝煤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網報道，中國商
務部、海關總署公告，為執行聯合國安理
會第2321號決議，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外貿易法》和商務部、海關總署2016
年第81號公告，本年度暫停進口朝鮮原
產煤炭。該公告自2017年2月19日起執
行，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
2321號決議係譴責朝鮮2016年9月9日
核試驗，要求朝鮮放棄核武器和導彈計
劃，對其實施制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2月19日是鄧小平逝世20周年紀念
日。在北京天壇雙環萬壽亭附近，經常
有人向這裡的保安和清潔人員詢問「小
平樹」在哪個位置。上世紀八十年代，
鄧公曾連續三年在此植樹，如今三十餘
年過去，當年所植檜柏樹早已成林。只
不過，不如深圳仙湖植物園裡小平親手
栽植下的那棵榕樹，北京天壇的「小平
樹」並未作特殊標記，只能由來此瞻仰
的遊人細細找尋。
據三次陪同鄧小平植樹的原天壇公園

副主任徐志長回憶，1985年植樹節鄧公
在天壇植下三棵樹，並和外孫女羊羊共
同拎着水桶澆水。那天，鄧小平對在場
的人強調：「樹要靠全國人民種，大家
都種才行，要從娃娃抓起，一代一代栽
下去。」如同此前一年他在視察上海少
年宮時所說的那句「計算機的普及要從

娃娃做起」。
第二年，鄧小平

又來到天壇栽上了
兩棵油松，天壇方
面想邀請他到附近
的祈年殿「看一
看」。鄧小平回覆
稱，街上實行交通
管制，在此停留時
間越長，給市民造
成的不便越大，還
是不去了，並招呼
同行人員栽完樹立
即集體回去。
值得一提的是，

1987年鄧小平第三次來到天壇公園栽
樹，詢問前兩年栽的樹怎麼樣了？徐
志長報告樹長得非常好，並稱讚鄧公
栽樹的技術是「過關」的。鄧小平笑

着說是管得好，並作出回應：「栽樹
要以活了為標準，栽多少都得活，否
則就等於沒栽。」顯出其一貫的務實
作風。

■■北京天壇萬壽亭背後北京天壇萬壽亭背後，，由鄧小由鄧小
平和其他中央高層所植的檜柏已平和其他中央高層所植的檜柏已
蔚然成林蔚然成林。。 記者張帥記者張帥 攝攝

■■中國執行聯合國對朝鮮的制裁決中國執行聯合國對朝鮮的制裁決
議議，，暫停進口朝鮮煤炭暫停進口朝鮮煤炭。。圖為朝鮮圖為朝鮮
平壤江東郡黑嶺煤礦平壤江東郡黑嶺煤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畢習習和其英國男友畢習習和其英國男友
馬修斯馬修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王毅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並發表演講。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