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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

道）昨日上午，中國外長王毅在十二

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中

外記者會，縱論當前「中國的外交政

策和對外關係」的機遇與挑戰。他回

答的首個問題便是「一帶一路」倡

議，顯示中國外交對習近平主席提出

的「中國方案」的高度重視。他指，

將有20多位國家元首出席5月在北京

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並將提出中長期合作舉措，探討

共建「一帶一路」的長效合作機制；

「一帶一路」版權雖然屬於中國，但

收益為各國共享。

王毅在記者會上說，再過兩個月，「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在北京

舉行。據目前統計，20多位國家元首和首
腦、50多位國際組織負責人、100多位部長
級代表以及總共1,200多位來自世界各國和
各個地區的嘉賓，屆時將齊聚一堂，共襄盛
舉。他指出，論壇將圍繞基礎設施互聯互
通、貿易投資、金融支持和人文交往等，確
定一批重大合作項目。

成最受歡迎國際公共產品
屆時除了領導人出席的圓桌峰會以外，還
會有一個更大範圍的高級別會議，以及圍繞
「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
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平行召開6場主
題會議。他說，北京將再次成為全球矚目的
焦點，「一帶一路」也將繼續成為世界熱議
的話題。
中國在此時舉辦這樣一個論壇有什麼樣的
考慮呢？王毅就此指出，「一帶一路」是中
國的，但更是世界的。習近平主席提出「一
帶一路」倡議三年多來，合作不斷開花結
果，影響迅速席捲全球，成為迄今最受歡迎
的國際公共產品，也是目前前景最好的國際
合作平台。

保護主義抬頭下顯重要
王毅說，「一帶一路」之所以取得成功，
根本在於它響應了沿線各國加強互利合作的
迫切願望，同時也是因為它提出了共商、共
建、共享這些開放包容的理念。尤其是在當
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的情況下，「一
帶一路」是各國擼起袖子一起幹的共同事
業，有助於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
包容的方向來實現再平衡，當然也將成為共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
至於中方期望論壇達到什麼樣的目標，王
毅稱，中方希望論壇能夠實現三方面的成果：
首先是總結匯聚各方共識，對接各國發展戰
略，明確優勢互補、共同繁榮的大方向；二是
梳理重點領域合作，圍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貿易投資、金融支持和人文交往等，確定一批
重大的合作項目；三是提出中長期合作舉措，
探討共建「一帶一路」的長效合作機制，構建
更加緊密務實的夥伴關係網絡。

半島局勢亮紅燈 當務之急齊剎車

中美俄關係非你上我下「蹺蹺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
道）對外界關注的朝鮮半島緊張局
勢，外交部部長王毅表示，朝鮮半島
局勢目前正在呈現新一輪的緊張，一
方面朝鮮不顧國際社會反對，違反聯
合國安理會決議，執意推進核導的開
發，最近又試射了四枚彈道導彈；另
一方面美韓在這個地區進行超大規模
的軍事演習，持續加大對朝鮮的軍事
壓力。這就像兩組不斷加速的列車，
互不相讓，難道雙方都作好了迎頭相
撞的準備嗎？當務之急要做的就是亮
起紅燈、同時剎車。
為應對半島危機，王毅給出了中

方建議。他說，作為第一步，朝鮮
暫停核導活動，美韓也暫停大規模
軍演，通過「雙暫停」擺脫目前的
安全困境，並且使各方重新回到談
判桌前。之後，按照「雙軌並進」
思路，將實現半島無核化和建立半
島和平機制結合起來，同步對等地
解決各方關切，最終找到半島長治
久安的根本之策。

王毅強調，解決半島核問題不能只
有一手，需要兩手並進，制裁是履行
決議，促談同樣也是履行決議。他同
時重申了中國堅持半島無核化的原則
立場。

部署「薩德」損人害己
當前中韓關係複雜敏感，今年是中

韓建交25周年。王毅指出，目前影響
中韓關係的最大問題，就是美韓執意
要在韓國部署充滿爭議的「薩德」反

導系統。中方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
因為「薩德」反導系統的監測預警範
圍遠遠超出了半島，它危害中國戰略
安全的企圖已經是路人皆知。
王毅重申，引進「薩德」顯然是一

個錯誤的選擇，不僅有違為鄰之道，而
且很可能使韓國陷入更加不安全的境
地。中方奉勸韓國國內某些勢力不要再
一意孤行，否則結果只能是損人又害
己。中方敦促韓方懸崖勒馬、中止部
署，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中國將繼續
做國際形勢的穩定
錨、世界增長的發

動機、和平發展的正能量、全球治理的新
動力。」這是昨天王毅外長在記者會上留
給記者印象最深的一句話。
離十點開始的記者會還有一個多小時，

會場就已被中外記者擠得水洩不通，足見
中國外交「男神」的獨特魅力。但讓記者
有點失望的是，今年的記者會現場少了以
往的「火藥味」，似乎有點「平談」，顯
然與南海議題明顯降溫有關。
去年今時，南海風高浪急，有關方面欲

借所謂「南海仲裁案」興風作浪。如今，
爭端各方重回由直接當事方通過對話協商
來解決的正軌。《南海行為準則》框架首
份草案亦已成形，王毅外長對此讚賞有
加。
記者會之所以「平淡」，還有一大原

因，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啟
動以「美國第一」為核心的「特氏新
政」，叫停TPP，「重返亞太」戰略也面
臨「空窗期」等等。
也許記者們對此次記者會有點「失

望」，但對域內相關國家而言，中國「穩
定錨」的作用無疑是一大「希望」。

■記者葛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外
交部部長王毅昨日在北京表示，希
望中美關係能夠步入更加穩健、成
熟的「不惑之年」，走上一條讓兩
國人民安心、讓世界各國放心的寬
廣大道。
在昨日的人大記者會上，王毅坦

言，前段時間各方對中美關係的前景
有不少擔心。「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
是，經過雙方密切溝通和共同努力，
中美關係正在朝着積極的方向平穩過
渡和發展。」
王毅透露，目前中美正為下一步實

現元首及各個級別的交往、拓展各領

域的合作進行有效溝通。只要遵循兩
國元首達成的共識，秉持不衝突、不
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
中美兩國就完全可以成為很好的合作
夥伴。

謀「共贏」非「零和」
展望中美未來，王毅稱應致力於兩

個「超越」：首先是超越社會制度的
不同。「中美各自選擇了不同的制度
和發展道路。中國對自己的社會制度
和發展道路充滿自信，也樂見美國能
夠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得更好。」第
二，是要超越「零和博弈」這種傳統

思維。「我們之間合作的需要遠遠大
於分歧，應該齊心合力，不斷做大共
同利益的蛋糕，而不是、也不可能把
一方的成功建立在另一方的受損之
上。」
談及中美俄關係，王毅認為三方

「不是你上我下的蹺蹺板」，應一起
做加法而不是減法，一起謀「共贏」
而不是「零和」。
「中國人常說『三十而立、四十不

惑』。」王毅希望，中美關係能夠步
入更加穩健、成熟的「不惑之年」，
走上一條讓兩國人民安心、讓世界各
國放心的寬廣大道。

「帶路」版權屬中國 收益各國共享
王毅：擼袖子幹共同事業 推動經濟全球化更普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外
交部部長王毅昨日在北京表示，任何
人、任何勢力都不可能阻擋中國最終
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
人大記者會上，在談到2016年中
國先後與岡比亞、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恢復了外交關係，今年年初尼日利亞
要求台灣的駐尼機構摘牌並遷出首都
等情況時，王毅指出，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不
僅僅是一個歷史事實，也是國際共
識，更是由聯合國決議等一系列國際
文件所確立的一條準則。
王毅表示，台灣地區與任何國家建立

或保持所謂的「外交關係」，都缺乏國
際法依據，都沒有正當性，也必然是沒
有前途的。台灣當局應該認清這一大
勢，任何人、任何勢力都不可能阻擋中
國最終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

《南海行為準則》草案獲認可 外長金句
談「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版權雖屬中國，但收

益為各國共享。

談中美

中美應該做的是齊心合力，不斷做

大共同利益的蛋糕，而不是也不可能

把一方的成功建立在另一方的受損之

上。

談中國在半島問題上的角色

我們仍然願意做一名「扳道工」，把

半島核問題扳回到談判解決的軌道。

談金磚國家

金磚國家就像五根手指，伸開來各

有所長，但是攥起來就是一個拳頭。

談中美俄

新時期的中美俄關係不應該是你上

我下的「蹺蹺板」，三方應該一起做

加法，而不是減法。

談中日

日本需要先治好自己的「心病」，

要理性看待和接受中國不斷發展振興

的事實。

記者 葛沖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
道）外交部部長王毅昨日表示，中國
正在同東盟十國推進《南海行為準
則》（COC）的磋商，以共同打造
一個大家都認可的地區規則。他透
露，上月底剛剛舉行的聯合工作組磋
商取得了非常明顯的進展，已經形成
了COC框架的第一份草案，中國和
東盟國家都對此感到非常滿意。
王毅介紹，過去一年南海潮起潮

落，最終趨於平靜，不是有所降溫，
而是明顯降溫。這是中國和東盟國家

共同努力的結果，是地區之幸，也是
世界之福。當前，《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DOC）正在得到全面有效的
落實，具體的爭議已經重新回到由直
接當事方通過對話協商來解決的正
軌。
目前，雖然相關國家的矛盾有所緩

解，但是域外國家並沒有放棄干預，
美國不斷加大在南海的軍事部署，而
且有人甚至說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戰。
對此，王毅明確表示，在這個時候，
如果還有人想興風作浪、再生事端，

不僅不得人心，也必將遭到地區國家
的共同抵制。「我們絕不會允許來之
不易的穩定局面再次受到干擾和破
壞。」
王毅強調，中國人的海洋觀推崇鄭

和，看重的是海洋合作；而有些人信
奉的是馬漢，熱衷控制海權。「在21
世紀的今天，我們希望海上合作更多
一些，各方的信任更增幾分。即使是
中美之間，只要轉變觀念，浩瀚的海
洋也完全可以成為兩國合作的廣闊天
地。」

中國「穩定錨」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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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成為最受歡迎成為最受歡迎
的國際公共產品的國際公共產品。。圖為中國高圖為中國高
鐵於雅加達展出鐵於雅加達展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毅重申，
引進「薩德」
是一個錯誤的
選擇。圖為
「薩德」系統
部分裝備運抵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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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長王毅指外長王毅指，「，「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國際合作高峰
論壇將探討共建長效合作機制論壇將探討共建長效合作機制。。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