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33月月11日日（（星期三星期三））中  國  新  聞A15 ■責任編輯：黃超然

包道格：美中應把務實合作放在首位

中美確認需要加強高層交往
楊潔篪短暫會見特朗普 曾商習特會及雙邊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BBC、彭博報道，美國總統

特朗普當地時間27日在白宮會見到訪的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雙方

都提到，兩國需要加強高層交往，並討論了安全問題和兩國領導人

會面相關事宜。

楊潔篪是特朗普正式上任以來訪問美
國級別最高的中國官員。他於上周

和美國國務卿蒂勒森通了電話，學者評
價這一次會面具有「建設性」。

特朗普：重視同中方合作關係
楊潔篪向特朗普轉達了習近平主席的
問候。特朗普對此表示感謝，並請楊潔
篪轉達他對習近平主席的問候。
楊潔篪表示，不久前，習近平主席同
總統先生進行的通話意義重大，為下階
段中美關係發展指明了方向。中方願同
美方按照兩國元首通話精神，秉持不衝
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原則，
加強高層及各級別交往，拓展廣泛雙邊
領域和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上的協調與合
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推
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更好造
福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
據一位白宮高級官員向路透社記者透
露，這些會談的內容涉及雙邊合作以及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特朗普的會面，但
沒有為特習會設定時間。楊潔篪和特朗
普的會面「持續了五到七分鐘」。
「這是一個雙方啟動交流以及和他們
討論共同的國家安全事務的機會。」白

宮發言人肖恩．斯派塞說。
特朗普表示，我很高興同習近平主席
進行了十分重要的通話。美方非常重視
同中方的合作關係，雙方需要加強高層
交往，密切各領域合作，增進國際地區
事務中協調和合作。
美國副總統彭斯、總統高級顧問庫什

納參加會見。

專家：兩國關係逆轉可能性低
今年2月28日是中美兩國在上海發表
中美《聯合公報》（又稱《上海公
報》）45周年的日子。楊潔篪在28日出
版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堅持<上
海公報>原則，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
展》的署名文章，以紀念《上海公報》
發表45周年。《人民日報》亦登出「鐘
聲」評論，稱「《上海公報》確立的原
則歷久彌新」。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滕建群在接受中通社記者採訪時表示，
45年前，《上海公報》的發表不僅對中
美兩國、更對世界形勢產生重要影響。
當時中美兩國重新握手，是對西方國家
的極大觸動。中美兩國關係的發展不單
是雙邊關係問題，也涉及全球秩序。

滕建群認為，楊潔篪訪美有兩大重要
意義：一是為未來兩國元首會晤做鋪
墊，兩國元首會晤是近年來兩國關係穩
步發展的重要因素；二是加強溝通，與
特朗普團隊成員商討相關政策。美國新
舊政府更替，需要中國盡早地介紹自己
政策，也需要傾聽美國的政策。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已月餘。這一個
多月來，特朗普致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祝中國人民元宵節快樂。特朗普亦
在上任後與習近平首次通話，重申「一
個中國」。滕建群表示，中美兩國關係

出現逆轉的可能性雖然存在，但這種可
能性很低。因為，中美兩國「一榮俱
榮，一損俱損」。

正處「十字路口」需大協調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盤

古智庫高級研究員龐中英在接受中通社
記者採訪時指出，如今中美關係面臨的
困難和挑戰已與45年前截然不同。中美
關係處在「十字路口」，正是大協調的
關鍵時刻。北京和華盛頓對此都有緊迫
感。

朝鮮副外相訪華
王毅將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28日宣佈，應中國外
交部邀請，朝鮮外務省副外相李吉成於2月28日至
3月4日訪華。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將會見李吉成，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和部長助理孔鉉佑將同李
吉成舉行會談，雙方將就中朝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
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此訪
為「中朝之間一次正常的外交接觸」。
多家內地媒體昨日轉載鳳凰衛視的報道指，李吉

成當日中午搭乘高麗航空的航班抵達北京，由中方
人士到機場貴賓樓接機。
韓國大使館表示，已經知悉李吉成訪問中國，正
在關注相關日程安排。
朝鮮官員上一次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是去年5月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李洙墉在朝鮮勞動
黨黨代會之後的訪問，距今已有9個月時間。參考
消息網報道，當時的訪問是繼去年1月朝鮮第4輪
核試驗以後，朝鮮高層官員的首次訪華。

美日韓將進一步遏制朝核資金來源
另據BBC報道，美、日、韓三國高級官員正在華

盛頓討論如何進一步遏制朝鮮核武器發展計劃的資
金來源。三方聯合聲明稱，可能採取的措施包括進
一步限制朝鮮的資金來源，尤其是一些非法活動。
《華爾街日報》周日報道稱，美國方面上周拒絕
了朝鮮高級代表的簽證申請，此舉意味着取消美朝
直接接觸。

習近平：合理引導預期 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領導
小組組長習近平昨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
財經領導小組第15次會議。習近平表
示，2017年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確保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努力提高
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習近平在談到房
地產市場發展時指出，要完善一攬子政
策組合，引導投資行為，合理引導預
期，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
據新華社報道，會議審議了《關於黨
的十八大以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工作和

2017年重點工作的報告》。會議還聽
取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人民銀
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工業和信息化
部關於深入推進去產能、防控金融風
險、建立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長效機制、振興製造業等工作思路的匯
報。

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習近平強調，做好今年的經濟工作，

要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把握好
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確保經濟平穩健康

發展，努力提高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
確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得到深化，經濟
結構調整取得有效進展。
習近平指出，深入推進去產能，要抓

住處置「殭屍企業」這個「牛鼻子」。
要做好轉崗就業、再就業培訓等各項工
作，發揮好社會保障和生活救助的托底
作用，確保沒能力再就業人員的基本生
活。要區別不同情況，積極探討有效的
債務處置方式，有效防範道德風險。
習近平強調，防控金融風險，要加快

建立監管協調機制，加強宏觀審慎監

管，強化統籌協調能力，防範和化解系
統性風險。要及時彌補監管短板，做好
制度監管漏洞排查工作，參照國際標
準，提出明確要求。要堅決治理市場亂
象，堅決打擊違法行為。要通過體制機
制改革創新，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
能力和水平。

推動製造業向質量提高轉變
習近平指出，建立促進房地產市場

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要充分考慮
到房地產市場特點，緊緊把握「房子

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
位，深入研究短期和長期相結合的長
效機制和基礎性制度安排。要完善一
攬子政策組合，引導投資行為，合理
引導預期，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要
調整和優化中長期供給體系，實現房
地產市場動態均衡。
習近平強調，振興製造業，要推動製

造業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高的戰略性轉
變，讓提高供給質量的理念深入到每個
行業、每個企業心目中，使重視質量、
創造質量成為社會風尚。

去年中國GDP增長6.7%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
昨日發佈《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
報》。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李曉超解讀公報時稱，
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有所提高，繼續成為世
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公報顯示，2016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

744,127 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上年增長
6.7%。儘管這一增長速度較2015年有所回落，但
李曉超指出，其仍處在調控預期目標區間，且經濟
增長質量提高。
首先，201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以2015年不

變價計算的增量達4.6萬億元，比上年的增量多
1,600多億元；同期，中國國民總收入增長6.9%，
加快0.6個百分點。這說明收入增速並沒有因生產
增長回落而放慢，整個社會得到了實惠。

仍為世界經濟增長主要動力
其次，這一增長速度是在單位能耗下降的情況下實

現的。2016年中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上年下
降5.0%。「這說明消耗了較少的能源生產出了等量
的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少了，生產並沒有少。」
再次，這一增長速度仍保持住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

較大的貢獻。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計，2016
年美國經濟增長1.6%，歐元區增長1.7%，日本增長
0.9%，印度增長6.6%，南非增長0.3%。李曉超稱，
較大的總量和較快的增速決定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
的貢獻率為33.2%，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新疆舉行萬人反恐誓師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繼和
田、喀什、烏魯木齊反恐維穩誓師大會之後，新疆
於27日上午在烏魯木齊市新疆國際會展中心再次
舉辦高規格萬人反恐維穩誓師大會。
當日，新疆國際會展中心廣場上，1萬餘名武警

官兵、公安幹警、民兵預備役人員等各維穩力量緊
握鋼槍盾牌，整齊列隊挺立，直升機在空中盤旋，
一輛輛軍車、裝甲車、摩托車列隊待發。
會後並增派1,500名武警官兵飛赴南疆和田、喀

什、阿克蘇等反恐一線執行反恐任務。當天下午，赴
和田、喀什、阿克蘇等地執行反恐維穩任務的武警官
兵均已按要求到達指定位置，開始執行反恐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卡內基
國際和平研究院副院長、前美國在台協會
（AIT）會長包道格27日接受中新社記者
書面採訪時表示，美中應該把務實合作放
在首位，讓合作起最重要的作用。

習特首次通話降低外界憂慮
今年2月1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特朗普就任後進行
首次通話。在通話中，特朗普強調，他
充分理解美國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
策的高度重要性。美國政府堅持奉行
「一個中國」政策。習近平讚賞特朗普
強調美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
治基礎。
包道格表示，此次通話降低了外界的

擔憂，即美中就兩國關係的基礎重新進

行談判的可能性。他認為，那種情況一
旦發生，談判將會非常艱難，會讓美中
喪失許多合作的機會，同時也有可能使
局勢變得緊張。
在包道格看來，美中應該把務實合作

放在首位，讓合作起最重要的作用。他
說，兩國應加強在貿易、投資等經濟領
域的合作，並共同應對國際和地區安全
挑戰。

三個聯合公報為兩國關係起始點
包道格並指出，三個聯合公報的意義

在於美中兩國藉此找到了表達相同立場
和共同利益的方式。三個聯合公報還觸
及到許多敏感問題，比如台灣地位問題
等。
包道格說，如果沒有三個聯合公報，

美中根本不會在那個年代（「冷戰」期

間）建交，兩國關係更無從發展。包道
格表示，美中關係正常化與三個聯合公
報的發表與當時的國際環境有很大關
係。美、中、蘇之間的複雜關係讓美中
有機會進行接觸與合作。
包道格對記者表示，三個聯合公報是

美中關係一個具有實際意義的起始點，
對於建立美中之間的互信而言必不可
少。從《上海公報》開始，兩國開始建
立起多層面的複雜關係，這一關係同時
也折射國際環境的變化。
台灣問題是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重要

內容。美方在公報中確認，台灣海峽兩
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過去45年的時
間裡，雖然中美關係歷經波折，但美國
兩黨8位總統均始終堅持奉行「一個中
國」的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中通社報
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稱，中方歡迎外國企業來華投
資興業並始終尊重和保護外國企業在華
的合法權益，但外國企業在華經營成功
與否，要由中國市場和中國消費者決
定。

籲注意中國民眾呼聲
有記者問，據報道，樂天集團28日同
韓國防部正式簽署「薩德」換地協議。
近來不少中國民眾表示要抵制樂天。請
問中國政府是否會對樂天集團採取懲戒
措施？
耿爽表示，中方對韓方罔顧中方利益

關切，執意配合美方加緊推進「薩德」
反導系統部署進程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
不滿。中方反對在韓部署「薩德」系統
的意志是堅定的，將堅決採取必要措施
維護自身安全利益。中方強烈敦促有關
方面正視中方利益和關切，停止相關部
署進程，不要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
中方已經就有關最新事態兩次向韓方提
出了嚴正交涉。
關於中國民眾的態度，耿爽指出，有

關方面對中國民眾反對美韓部署「薩
德」系統的立場是十分清楚的，想必他
們也注意到近來中國民眾的呼聲。
關於中國政府的態度，耿爽重申，中

方歡迎外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並始終尊

重和保護外國企業在華的
合法權益。同時中方也強
調，有關企業在華經營必
須合法合規。「最後我再
說一句，外國企業在華經
營成功與否，要由中國市
場和中國消費者決定。」
耿爽說。

人民日報：中韓面臨「準斷交」
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眾賬號「俠客

島」昨天發表評論稱，若「薩德」真的
在韓國部署，中韓關係將面臨「準斷
交」的可能性。韓國想讓中國吞下安全
苦果，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事」。

這篇評論還說，中國單獨應對朝鮮半
島變局的孤軍奮戰局面到來，是「成長
大國的孤獨」。只有「沒有了牽掛，沒
有了猶豫，沒有了頭尾的擔憂，才能真
正地成長」。大國的崛起，不能指望別
國的配合，也不用幻想別國會配合，
「不給你添亂就是最大的安慰」。

樂天遭抵制樂天遭抵制 中方中方：：由消費者決定由消費者決定 ■■吉林民眾在江南樂天瑪特吉林民眾在江南樂天瑪特
超市前拉起橫幅超市前拉起橫幅，，抗議韓國抗議韓國
樂天集團讓出土地用作部署樂天集團讓出土地用作部署
「「薩德薩德」」系統系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包道格 資料圖片

■楊潔篪與特朗普會面，討論了安全問題和兩國領導人會面相關事宜。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