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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要想富先建港
考察廣西強調打造向海經濟 寫好新世紀海絲新篇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日前到廣西壯族自治區考察調研，首站來
到北海市。習近平表示，北海具有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底蘊，我們現在要寫好新世紀海上絲
路新篇章，打造向海經濟，沿海地區要想富就先建港，並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推動中國大開放
大開發。

在北海市合浦漢代文化博物館，習近平參觀了海上絲綢
之路文物精品展覽。陶器、青銅器、金銀器、水晶瑪

瑙、琥珀松石等文物，見證了合浦縣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早
期始發港的歷史。習近平詳細了解了這些文物的年代、特
點及來源，並詢問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往來、文化交
流的有關情況，認為這裡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蘊。

博館展覽要突出特色
在參觀合浦漢代文化博物館時，習近平肯定了圍繞古代
海上絲綢之路展出的文物極具特色，並表示博物館建設不
要「千館一面」，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展出的內容
要突出特色。
習近平冒雨考察了坐落於廣西北部灣的北海市鐵山港公
用碼頭，聽取了碼頭規劃和建設情況，了解了廣西北部灣
經濟區發展建設和面向東盟開放的合作情況。習近平表
示，鐵山港有區位優勢，發展前景廣闊，將來是北部灣經
濟區的一個重要依託。要建設好北部灣港口，打造好向海

經濟。我們常說要想富先修路，在沿海地區要想富也要先
建港。

建好海洋濕地生態區
在鐵山港公用碼頭，習近平同工人們親切交談。他指
出，今天考察了合浦漢代博物館和鐵山港碼頭，這都與
「一帶一路」有着重要聯繫，北海具有古代海上絲綢之路
的歷史底蘊，我們現在要寫好新世紀海上絲路新篇章。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 3 年來，國際社會廣泛響應，這是
人心所向。我們要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推動中國大開放
大開發，進而推動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攜手同心共圓中國夢。
此外，習近平還考察了北海金海灣紅樹林生態保護區。
沿着木棧道，他實地察看紅樹林的生長和保護情況，詳細
了解了紅樹林作為「海洋衛士」、「海上森林」對海洋生
態環境的調節作用。習近平強調，要做好珍稀植物的研究
和保護，把海洋生物多樣性濕地生態區域建設好。

■習近平日前到廣西北海考察時表示，我們現在要寫好新世紀海上絲路新篇章。圖為在鐵山港公用碼頭，
習近平同工人們親切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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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雁棲湖閉門謝客 靜待「帶路」論壇貴賓
「一帶一路」國

 & 際合作高峰論壇將
於 5 月 14 至 15 日
 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
在北京舉行，28
首腦確認將出席論壇。本次論壇的主
會場——北京雁棲湖國際會展中心的
各項籌備工作已基本就緒，靜待「一
帶一路」論壇貴賓。與會政要預計入
住的雁棲島入口處已由武警人員嚴密
把守，禁止一切外來人員進入參觀。
同時，峰會的安保前方指揮部於近日
成立，安保工作將正式啟動。

加強安保排查 落實無縫監管
為迎接高峰論壇的召開，京承高速
懷柔段公路兩側正在進行大規模的花
卉佈置、樹木更新等工程。早在年
初，北京懷柔區政府就啟動了峰會的
■北京雁棲湖國際會展中心已對外封閉，會場周邊 保障籌備工作。目前，按照「白天看
有警車不斷地巡邏。
記者張聰 攝 花、晚上看燈」的要求，雁棲湖夜景

亮化工程開始進行測試。
本次論壇的舉辦地點曾是 2014 年
APEC 會議的主會場，由北京雁棲湖
國際會展中心，以及位於雁棲島上的
雁棲酒店和 12 棟國賓級院落別墅組
成。北京雁棲湖國際會展中心矗立在
色彩斑斕的鮮花和綠草中，整體佈局
使皇家園林與自然景觀充分融合。微
風徐來，遠處的日出東方酒店、雁棲
酒店與會展中心遙相呼應，呈現出一
幅「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
磨」的美麗畫卷，不禁讓人聯想到
2014 年 APEC 領導人峰會在此召開時
的盛況。
目前，北京雁棲湖國際會展中心已
經對外封閉。會場周邊有警車不斷地
巡邏，提醒遊客抓緊時間離開，不要
駐足拍照。同時，與會政要預計入住
的雁棲島也已全面戒嚴，封鎖了進入
該島的所有道路，並設立了多個安檢

關卡，由武警把守，禁止一切外來人
員入島參觀，內部工作人員亦須憑工
作證件，經嚴格安檢後進入。
「高峰論壇」是繼 APEC 會議後，
在北京懷柔區舉辦的最重要的一次國
際會議。據了解，「一帶一路」國際
合作高峰論壇的安保前方指揮部已於
近期正式成立，峰會安保將做好重點
人、重點設施、重點路口的排查，進
行全方位的管控。
此外，懷柔區交管部門加大了對主
要進京道路和雁棲湖生態發展示範
區、懷柔城區、雁棲湖聯絡線等主要
交通道路的監管力度。論壇期間將全
員出動，增加日查、夜查頻次，落實
無縫監管，禁止外埠過境車輛進入本
區。同時，加大對雁棲湖國際會展中
心的住宿、會議、游泳等場所的監督
檢查力度，以做好高峰論壇的衛生保
障工作。
■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

統計局設專門機構
「劍指」
造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統計
局昨日正式成立統計執法監督局。國家發展改革
委副主任兼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表示，要充分
發揮統計執法監督的「利劍」作用，嚴肅查處統
計違法違紀案件，構建防範統計造假、提高數據
真實性的長效機制。
寧吉喆說，成立統計執法監督局是深化統計管
理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標誌着全面依法統計、
依法治統工作開啟了新征程。要通過查辦具體案
件，對統計造假、弄虛作假的行為保持高壓態
勢，加快形成不敢、不能、不想弄虛作假的統計
生態環境。
寧吉喆還表示，統計執法監督機構和廣大統計
執法人員要以防範和懲治統計造假作假、確保統
計數據真實準確為根本着力點，推動健全統計法
律制度，加大統計執法力度，加強統計領域信用
建設。要加大對統計違法違紀行為的監督檢查和
責任追究力度，發揮好典型案件警示教育作用。
要加強統計誠信制度建設，強化對統計失信行為
的公示和懲戒。

粵美簽逾 22 億美元投資合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由廣東省政府和美國全國商會聯合
舉辦的 2017 中國（廣東）—美國投資合
作交流會昨日在廣州召開，共有來自美
國 的 50 多 家 世 界 500 強 及 行 業 龍 頭 企
業、150 多家美國企業精英，以及約 150
家廣東本土知名企業參加。當日，廣東
與美國企業完成 13 個投資項目簽約，總
額超過22億美元。

此次中美投資合作交流會探討廣東與美
國合作發展商機，大會設置金融合作、高
科技與創新產業、航空產業、自由貿易試
驗區4個專題，並設置分論壇，就創新技術
與裝備、醫療健康、環保與農業、教育、
投資美國等5個方面進行行業對接。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
代表俞建華表示，本次交流會是在習近
平主席成功訪美，中美兩國元首成功舉

行會晤和再次通話後的重要時刻召開
的。目前，中美雙方正在緊密溝通，積
極落實兩國元首會晤的成果。
俞建華表示，「本次中美投資合作交流
會是中方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有助於做大
合作蛋糕，為中美關係的大廈添磚加瓦。
投資合作是中美雙方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以促進兩國經濟增長，創造就業，也使
得兩國企業血脈相連，利於融合。中美關

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得益於中美
投資雙方的健康發展。」
廣東是美國在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2016 年雙方進出口額高達 1,175 億美元，
佔中美貿易總額的 22.7%；美國對廣東的
實際投資額高達 2.3 億美元，佔對中國投
資總額的近十分之一。當天，廣東與美
國有關方面簽訂 13 個投資項目，簽約金
額達到22.89億美元。

中伊將簽阿拉克重水堆改造合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表示，
中伊將簽署阿拉克重水堆改造合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表示，經過中國和伊
朗雙方共同努力，兩國企業日前在北京草
簽了首份阿拉克重水堆改造商業合同，並
將於4月23日在維也納正式簽署。
陸慷介紹，阿拉克重水堆改造是伊核問
題全面協議核心內容。針對伊核問題，六
國專門成立了工作組，由中國和美國共同

擔任雙組長，與伊朗合作實施改造項目。
自全面協議執行以來，在各方不懈努力
下，改造項目逐漸步入正軌，並不斷取得
積極進展。
陸慷表示，此次簽署合同將為實質性啟
動改造工作創造良好條件。中方願繼續根
據全面協議和各方共識，與各方一道做好
後續工作。

「中方始終堅定支持全面協議，六國與
伊朗將於 4 月 25 日在維也納舉行全面協議
聯合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陸慷說，「當
前形勢下，中伊成功簽署上述合同，將為
本次會議注入正能量。我們希望各方堅定
政治意願，妥善處理分歧，共同維護和執
行好全面協議，為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
和中東和平穩定作出貢獻。」

「帶路」論壇助建國際合作新平台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 王 文
外交部就「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日前舉行了中外媒體吹風會。除 28 個
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外，共有來自 110
個國家的官員、學者、企業家、金融機
構、媒體等各界人士，來自 61 個國際組
織的 89 名負責人和代表確認出席論壇。
高峰論壇與會代表總人數將達 1,200 多
人。本次論壇不僅將推動「一帶一路」建
設邁上新台階，也將開創聚焦務實合作的
國際峰會新範式，開闢國際合作新局面，
助力建設國際合作新平台。
自習近平總書記宣佈中國將主辦「一帶
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以來，峰會籌備
一直處在「一票難求」狀態。高峰論壇不

是務虛會，不是空談館，而是旨在打造高
效的國際合作平台，希望在戰略對接、互
聯互通、經貿、投融資、民心和智庫等方
面，扎實探討合作方向，尋求落實的可行
路徑。
對世界發展而言，高峰論壇將確立一種
新型的全球治理方案探討模式。峰會參會
代表遍及全球各大洲，參會領導人以歐亞
大陸為主，涵蓋世界各個區域的重要國
家，且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這使得峰會聚
焦在新興經濟體、後發國家真正關切的議
題上，並針對困擾發展中國家的真正痛
點。「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的合作共識、
經驗總結，將使「富國仍是富國，窮國仍

是窮國」的國際發展消極狀態，找到得以
扭轉的契機。
對跨國關係而言，高峰論壇將創造一種
新型的國家互動共贏合作模式。建立在西
方國際關係理論之上的跨國關係，往往呈
現零和博弈，或者大國霸權主導的規律。
而高峰論壇則倡導共建、共商、共享的合
作模式：不追求獨贏，而講求多贏；不推
行一強獨霸主導，而是友好多邊協商；不
好高騖遠，設立遙不可及的目標，而是腳
踏實地將政治共識轉化為具體項目的行動
力。
對大國貢獻而言，高峰論壇將開闢一種
新型的大國崛起責任模式。高峰論壇有別

於中國曾主辦過的 G20、APEC 等國際輪
值峰會，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自主召
集、自設議題、在國內召開的全球性會
議。中國將通過辦一場真正有意義的全球
論壇，分享發展經驗，將相對充裕的本國
資金、產能、基建與他國需求對接，通過
協商互助凝聚合作共識。中國在「一帶一
路」上的善意、真誠與奉獻，將使西方教
科書中的
「大國興
衰」相關
章節的邏
輯重寫。



中越海警北部灣聯合檢查
中越海警 2017 年第一次北部灣共同漁區海
上聯合檢查於昨日結束。中國和越南海警分
別派出 2 艘艦船參與行動，在整個巡航過程
中，雙方海上指揮艦建立不間斷通信聯絡，
雙方執法人員密切配合，協調處理現場有關
事宜。
■圖/文：新華社

「南海行為準則」框架磋商
有望上半年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陸慷昨日表示，中方對今年上半年內完成
「南海行為準則」框架草案磋商充滿信心。
陸慷表示，當前中國與東盟十國正積極致力於
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並在此
框架下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和海上務實合
作。今年以來，各方本着務實和建設性態度，已
就「準則」框架草案舉行了兩輪磋商，目前進展
順利。中方對今年上半年內完成「準則」框架草
案磋商充滿信心。
陸慷強調，未來，中方也願繼續與包括菲律賓
在內的東盟國家共同努力，進一步推進全面有效
落實《宣言》，爭取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早日達
成「準則」。
據悉，在菲律賓長灘島舉行的東盟外長非正
式會議期間，菲律賓外長亞賽稱東盟將與中國
共同設計一項「南海行為準則」，並希望在今
年 6 月之前完成制定框架的工作。媒體報道
指，這是對東盟與中國於 2002 年 11 月 4 日在柬
埔寨金邊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推進
和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