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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特會今登場 美商界倡合作
盼會晤穩定兩國關係 尋共同利益化解分歧
■中美元首會晤於當地時間 6 日到 7 日在美國
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舉行。
路透社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新
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當地時間 6 日到 7 日，在美國佛羅
里達州海湖莊園與美國總統特朗
普舉行會晤。美國商界關注首次
「習特會」，尤其期待會晤能為
兩國關係帶來穩定前景，雙方能
夠從分歧中找到共同利益。

「美國和中國必須合作。」這是美國
前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在美中
兩國元首會晤前提出的建議。

以共贏為目標 建立良好私交
同樣，美國商界對於上述會晤也看重「合
作」。美國房地產企業萊納國際總裁馬林對
中新社記者表示，他希望並堅信此次美中元
首會晤將以合作共贏為目標，找尋利益共同
點，發掘經貿領域的合作機會。
美國 Xcoal 能源資源公司總裁思拉舍指
出，美中兩個經濟體量巨大的國家交往，
分歧一定是存在的，關鍵在於兩國領導人
能從分歧中找到共同利益，「用利益來戰
勝分歧」。
波士頓諮詢公司全球主席博克納認為，
此次美中兩國元首有望在會晤中建立起良
好的私交，這對兩國進一步展開合作有很
大幫助。無論是在經濟還是政治層面，美
中兩國保持友好合作的關係對於世界其他
國家來說都意義非凡。
「希望習主席和特朗普總統能敞開心扉
地去交流，去探討包括全球化進程、自由
貿易等方面的關鍵議題。」博克納說。
經貿合作對兩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
對美國商人來說尤是如此。

貿易戰必兩敗 打造開放市場
「美中兩國間要避免發生貿易戰，貿易
戰對雙方都沒有好處。」美國卡特彼勒公
司集團總裁杜樂謙表示，作為一家跨國公
司，希望能看到一個開放的、全球的市
場，要盡量避免貿易限制和壁壘，在平等
的基礎上公平競爭。
杜樂謙進一步稱，美中兩國經貿關係在
世界貿易體系中佔據着關鍵位置，兩國間
持續良好的經貿合作有益於打造一個更加
開放的全球市場。
思拉舍表示，儘管美中經貿關係的未來
走向存在變數，但其中也充滿了新的機
遇。美中兩國在能源、基建、安全等領域
各有優勢，合作前景廣闊。
對於兩國間貿易中現實存在的摩擦，馬
林認為，解決摩擦最好的方法就是始終保
持卓有成效的對話，不斷傾聽對方的想
法，以開放和包容的心態來解決問題。

外媒關注貿易分歧
《華爾街日報》：白宮不期待達成協議
■ 即便朝鮮等亞洲安全問題將在議事日
程之中，但將給雙方會談帶來最緊張
氣氛的議題很可能是這兩個全球最大
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分歧問題。白宮官
員並沒有期待會達成任何重大協議。
■ 考慮到特朗普的行事風格以及他近期
與其他國家領導人會晤的情況，前美
國政府官員和貿易專家認為特朗普有
可 能 公 開 發 表 言 論 或 在 Twitter 發
文，導致中美兩國關係陷入緊張。如
果特朗普政府第一步邁錯，貿易和安
全領域可能都會受到不利影響。

不打領帶 亦不輕鬆
香港文匯報
訊 此次中美元
首會晤距離特朗
普上任美國總統剛剛兩個多月，從籌備
到會面進展迅速。據中通社報道，會晤
地點選址美國南部的海湖莊園，是希望
營造較為輕鬆的「不打領帶」會晤氛
圍。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時殷弘表示，在輕鬆的地方有可能並不
輕鬆，因為「中美關係現在並不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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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時報》︰誤判可能性切實存在
■ 美中之間的峰會都是經過嚴密編排
的。它們旨在散發正能量，幾乎不會
留下任何出錯空間。但在特朗普和習
近平舉行首次會晤之際，失望或誤判
的可能性切實存在。
■ 在貿易方面，可能難以期待很多動
作。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尚未完全闡
明，他提名的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尚未得到確認。
■ 美國和中國都面對着一盤事關重大的
棋局。如果特朗普和習近平不歡而
散，那可能開啟一條通往破壞性的保
護主義和軍事對抗的道路。

鬆」。他認為，中美關係一向是有波動
和反覆的。

朝鮮問題存分歧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
弘分析，在朝鮮問題上，兩國有進一步
推進合作的空間，但分歧亦存在。中國
不贊成、擔憂美韓通過一系列嚴重加劇
地區形勢緊張的言行使得朝核問題變得
更為嚴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
院副教授梁亞濱認為，
雖然目前雙方的認識有
一定差距，但雙方見面
就是很大進步，說明中
美領導人願意坐在一起
談。

着力管控消極面

■中美元首會晤備受全球關注
中美元首會晤備受全球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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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
發展研究所所長楚樹龍
表示，此前雙方的互動
已經一定程度上為中美
關係定調，雙方總體態

度積極，希望進一步發展中美關係，推
進合作。這次會面通過充分交流，把積
極的基調進一步確定、固定、穩定下
來，而且把合作務實化。
楚樹龍預測，會談成效定會是積極
的，但不會改變中美關係雙層結構，
即，既有接觸對話協商合作的一面，也
有矛盾分歧的一面。雙方最高領導人通
過坦率的交流，來穩定、擴大中美關係
的積極面，同時管控消極面，這是此行
最大的意義。

經貿議題受重視
根據目前透露的行程，兩國元首進行
實質性會談的時間或將超過 5 小時。中
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蘇格認為，世界
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領導人的會晤，定
會涉及雙方的經貿合作，包括投資、出
口、就業等。楚樹龍表示，此次習特會
中方隨行人員中包括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汪洋，汪洋主管對外貿易，凸顯中方的
重視。他判斷，在經貿問題上兩國或可
達成更多共識。

白宮：不會叫停對台軍售 交換中國制裁朝鮮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外電報道，白宮國
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普京傑（Matt
Pottinger）當地時間 5 日在一場針對中美
元首會晤的簡報中說，特朗普在 2 月份
已經重申美國長期以來的「一中」政

策，這個政策與美中三公報一致，也與
美國在《台灣關係法》之下所規範的義
務一致。對於有記者問到，如果中方提
出，既然美國在急迫的朝鮮問題上需要
中國合作，那麼中國也要美國遵守「一

中」原則和三項公報，尤其是第三公報
減少對台軍售，特朗普將如何反應？普
京傑說，他不想預判特習會將討論哪些
議題，不過他可以說的是，「不會有像
你剛剛提到的這種交換」。

中芬元首晤冰雪健兒 倡加強冬季運動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當地時間5日晚，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和芬蘭總統尼尼斯托在赫爾
辛基共同會見剛剛參加完2017年世界花樣
滑冰錦標賽的中芬兩國冰雪運動員代表。
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和尼尼斯托夫人豪吉歐
參加會見。
據中新社報道，兩國元首同中芬冰雪
運動員代表親切交談，合影留念。習近
平祝賀芬蘭成功舉辦 2017 年世界花樣滑
冰錦標賽，祝賀兩國體育健兒在賽場上
的出色表現。習近平強調，體育交流是
促進中芬友好的橋樑。芬蘭是冬季運動
的發源地之一，也是冰雪運動強國，很
多方面值得中國學習借鑒。近年來，兩
國在冬季運動領域開展了不少合作。雙
方要以 2022 年北京舉辦冬季奧運會為契
機，加強冬季運動領域交流合作，推動
各自體育事業發展，提高兩國人民健康
水平。
尼尼斯托表示，很高興同習近平主席
共同會見兩國冰雪運動員代表。芬蘭是
冬季運動普及率較高的國家，在冬季項
目和比賽籌備方面頗具成功經驗。芬方
願同中方分享經驗，深化冬季運動領域
合作。芬方支持中國成功舉辦 2022 年北
京冬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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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運動員向習近平和夫人
彭麗媛贈送運動衣。
彭麗媛贈送運動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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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
問芬蘭期間，夫人彭麗媛
在芬蘭總統夫人豪吉歐陪
同下，參觀芬蘭著名作曲
家西貝柳斯故居博物館。
彭麗媛表示，西貝柳斯的
作品是芬蘭民族精神的象
徵，也深受中國人民喜
愛。中芬兩國都擁有悠
久的歷史文化，兩國人
文交流合作基礎牢固、
潛力巨大。
■圖：法新社
■文：中新社

大熊貓年底赴芬蘭 新居耗資近 7000 萬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的「熊貓外交」再次
引起世界關注。據美聯社報道，習近平訪芬
蘭期間，同意向該國租借一對大熊貓，為期
15年，今年年底到達芬蘭，將棲息於芬蘭中
部的艾赫泰里動物園。
習近平 5 日在赫爾辛基同芬蘭總統尼尼
■為迎接大熊貓年底進駐，芬蘭艾赫泰里動
物園官網首頁昨起刊載宣傳照片。 網上截圖 斯托舉行會談。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

證了大熊貓合作研究等領域雙邊合作文件
的簽署。
尼尼斯特在記者會上說，要再次感謝習
主席在大熊貓保護方面對芬蘭的信任。大
熊貓作為中國的國寶，芬方一定做好這方
面的合作。據《環球時報》報道，在現場
的芬蘭記者對消息感到吃驚，紛紛向中國

記者打聽中國目前有多少隻大熊貓。
「北京著名的『熊貓外交』延伸到芬
蘭」，法新社 5 日稱，兩國官員長期以來
一直在就中國向芬蘭中部的艾赫泰里動物
園租借一對大熊貓進行談判。目前，艾赫
泰里動物園耗資 800 萬歐元（約 6,630 萬港
元）建設的新熊貓館正在順利施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