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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加強中印貿易投資合作

日本藍皮書：四成日企欲擴在華業務

上合組織首擴員 增反恐力量
中方接任輪值主席國 將深化各領域合作

劉振民將任聯國副秘書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

社及俄羅斯衛星新聞報道，上海合

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

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17次會議，正

在哈薩克斯坦召開。印度和巴基斯

坦昨日正式成為上海合作組織成

員，這也是上合組織自2001年成立

16年以來首次擴員。專家認為，這

次會議在上合組織發展歷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義，上合組織的發展將完成

一次轉型，「現有成員國與印巴在經

濟合作和反恐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

第5次上合峰會
議題：
■深入研究上海合作組織發展現狀、任務和前景。

■就國際和地區重大問題充分交換意見。

內容：
■成員國元首將簽署並發表《阿斯塔納宣言》。

■發表會議新聞公報。

■簽署上合組織反極端組織公約等文件。

■給予印度、巴基斯坦上合組織地位等決議。

資料來源：中國外交部網站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聯合國秘
書長古特雷斯當地時間8日任命中國外交
部副部長劉振民為聯合國主管經濟和社會
事務的副秘書長，以接替同樣來自中國的
吳紅波。據悉，吳紅波的任期將在7月31
日結束。
古特雷斯在任命通告中表示，劉振民擁

有30年的外交服務經驗，側重於推進解決
雙邊、區域和全球問題。在長達10年時間
裡，他深入參與了氣候變化談判，包括達
成《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還廣
泛參與了針對包括南極洲和海洋在內的保
護地球的國際活動。在過去幾年中，他在不
同崗位上一直持續地強調和倡導重視可持續
發展問題。
劉振民，男，1955 年 8月生，山西省
人，法學碩士研究生。他現任中國外交部
副部長，主管亞洲地區、條約法律、邊界
與海洋事務。他此前曾任中國常駐聯合國
副代表、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和常駐聯合
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
代表、特命全權大使、中國外交部條約法律
司司長等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
昨天發佈的《日本經濟藍皮書》指出，今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利用互惠雙
贏的經貿合作這一正能量驅動，一定能打
破中日關係的僵局，促進中日關係盡快改
善，使中日經濟關係擺脫後退和徘徊局
面。課題組的一項調查還顯示，超過四成

的在華日企願擴大在中國的事業規模。
藍皮書由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和社科文獻

出版社聯合推出。藍皮書稱，隨着中國改
革深入，以及「十九大」帶來的利好，中
國經濟將維持中高速增長，而日本經濟也
將維持1%左右的穩定增長。總體來看，
外部環境趨好，有利於中日經貿合作關係

的改善。中日經貿合作是中日關係的壓艙
石，「以經促政」是二戰後解決中日關係
困難的法寶，利用互惠雙贏的經貿合作這
一正能量驅動，定能打破中日關係的僵
局。時值中日邦交45周年的重要契機，雙
方應抓住這機遇，促進中日關係盡快改
善，使中日經濟關係擺脫後退和徘徊局面。

課題組針對在華日企的一項調查還顯
示，日資企業對華事業的投資意願並沒有
降低。當被問及「今後開展事業的方向」
時，在華日資企業中，回答「擴大」的企
業在2011年度的調查中超過了六成，2012
年度受涉日遊行等的影響降至52.3%，
2015年度為38.1%，是自1998年開始該項
調查以來第一次跌破四成。而去年度的調查
中，該項數據為40.1%，環比已有所回升。

■劉振民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阿斯塔納會見印度總
理莫迪時，提出要推動「孟中印緬經濟走
廊」建設早日取得實質進展，加強在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內合作。
習近平指出，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發生

深刻複雜變化。中印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
個發展中國家，應該更多聚焦合作、結伴
前行，為各自國家發展提供助力，為維護
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作出貢獻。

中方高度重視發展中印關係，願同印方一
道努力，增進政治互信，對接發展戰略，
深化務實合作，就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保
持協調和配合，推動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推動大項目取得更多收穫
習近平指出，雙方要密切高層交往和機

制性交流，加強戰略溝通，促進政策對
接。要加強貿易投資合作，推動產能、產

業園區、鐵路建設等大項目取得更多早期
收穫。要攜手促進區域聯通和共同發展，
加強發展倡議對接，推動「孟中印緬經濟
走廊」建設早日取得實質進展，加強在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內合作。要加強地
方、智庫、文化、媒體、旅遊等領域交
流。要加強多邊領域溝通和協調，妥善管
控和處理分歧及敏感問題。
莫迪表示，印中都是文明古國，兩國友

好關係源遠流長。在國際形勢複雜多變的

背景下，良好的印中關係能夠發揮穩定作
用。雙方要深挖合作潛力，加強在國際事
務中溝通協調，尊重彼此核心關切並妥善
處理分歧。
有分析指出，中國在2013年提出並獲

得三國響應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輻
射作用能夠帶動南亞、東南亞、東亞三
大經濟板塊聯合發展，能夠通過四國延
伸帶動亞洲經濟最重要三塊區域的聯動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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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就美國空
軍兩架戰略轟炸機前日飛越南海，並與在南
海活動的美海軍驅逐艦開展聯合演練一事，
中國國防部昨日指出，中國軍隊將堅決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和地區和平穩定。
據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官網前日消息，兩架

隸屬於美國空軍第九遠征轟炸機中隊、德克
薩斯州戴耶斯空軍基地（Dyess Air Force
Base）的B-1B「槍騎兵」戰略轟炸機，從關
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起飛，進行了10個小時
的長途飛行。消息還稱，兩架「槍騎兵」中
途飛越了南海，並與美國海軍「斯特雷特」
號導彈驅逐艦（DDG 104）展開了聯合演
練。但具體演習地址未予說明。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宣稱，這次海空軍聯合

演習由該司令部組織，旨在通過進一步優化
聯合作戰的戰術、技術與程序步驟來增強美
國海軍與空軍的協作能力，以實現兩者在作
戰行動中的無縫銜接。
國防部新聞局表示，中方對有關國家在南

海的軍事活動始終保持着警惕和有效監控。
「中國軍隊將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地區
和平穩定」。

美宣稱兩機飛越南海
中方強調維護主權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稱，巴
基斯坦有關方面表示5月中旬被綁
架的兩名中國公民有可能已經不幸
遇害。中方對此高度關切，將繼
續抓緊通過各種途徑了解核實有
關情況。
據此前報道，5月24日，兩名中國

公民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首
府奎達真納鎮遭武裝綁架。對此，

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同
日向中國媒體予以證實，
並表示，中國駐巴使館已
啟動應急機制，並要求巴
方盡快查清事實真相並全
力解救人質。及至前晚，
有消息說，綁架人質的伊
斯蘭國（IS）宣稱殺害兩
名人質。
被問及在巴基斯坦被綁

架的兩名中國人已遇害
時，華春瑩表示，5月中

旬，兩名中國公民在巴基斯坦被綁
架後，中國政府有關部門、中國駐
巴使館立即啟動應急機制，同巴方
密切溝通配合，全力設法開展營救
工作。巴基斯坦有關方面向中方提
供了一些信息，並表示這兩名被綁
架中國公民有可能已經不幸遇害。
據巴基斯坦媒體此前報道，被綁

架的中國人是一對在當地真納鎮一
所私立語言學校擔任教師的夫妻。

IS稱已殺華兩人質 外交部：正核實

■外交部稱5月中旬被綁架的兩名中國公民有
可能已經不幸遇害。 資料圖片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稍早前與俄羅
斯總統普京會面時指出，上海合

作組織正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
中方將在阿斯塔納峰會後接任上海合
作組織輪值主席國，願同包括俄方在
內的各方保持密切溝通和協調，全面
深化上海合作組織各領域合作，共同
推動上海合作組織實現新一輪發展。

普京倡重啟與阿聯絡小組
普京在會議上發言說，當前恐怖組
織和極端組織的活躍程度在世界範圍
內前所未有地急劇增長。為保障高效
的反恐工作，上合組織內部的專業反
恐機構正進行協同工作。普京說，應
加強上合組織成員國安全機構間的合

作，同恐怖主義進行不妥協的全面鬥
爭。
普京還表示，俄方認為，恢復從
2009年起暫停的上合組織—阿富汗聯
絡小組的工作是重要的，可幫助阿富
汗政府同反對派建立對話。
中國外交部歐亞司負責人說，在日
益複雜的國際和地區形勢下，成員國
攜手謀穩定、合作促發展的共同信念
更加堅定。阿斯塔納峰會完成接收印
度、巴基斯坦加入程序，上合組織成
員國地域範圍延展至南亞，佔歐亞大
陸面積的五分之三，人口佔世界近一
半，作為成員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
的地區性國際組織的代表性明顯增
強，組織的活動空間與合作潛力進一

步擴大。

專家：「經合反恐利益一致」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石澤表

示，此次擴員後，上合組織在經濟合
作、反恐和國際影響力等方面都將有
空前提升。前蘇聯解體後，中亞國家
由於政治動盪經濟發展受到影響，經
濟、民生等領域發展相對滯後，進而
也導致經濟合作成為上合組織的短
板。今次南亞國家印度、巴基斯坦的
加入，被輿論認為將為上合組織的經
濟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石澤表示：「區域差別一直是影響

歐亞經濟合作的瓶頸，但現在中亞和
南亞之間的通道被打通了。」

另外，在歐洲一體化進程受阻、阿
拉伯國家聯盟開除卡塔爾的情況下，
上合組織的擴員被認為是其充滿生命
力的表現。石澤預測，這是該組織提
升國際影響力的大好機遇。
但上合組織擴大的同時，如何保障
自身的決策力和執行力，受到國際輿
論擔憂。中國、印度、俄羅斯同為新
興經濟體，該組織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備受關注。
石澤認為，如何顧全大局，在新的

合作共贏理念下推動組織發展，需要
上合組織的合作者們發揮更高超的外
交智慧。但他同時表示，無論如何，
「上合組織現有成員國與印巴在經濟
合作和反恐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

■美軍稱兩架B-1B「槍騎兵」戰略轟炸機
前日曾飛越南海。 網上圖片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阿斯塔納會見印度總理莫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阿斯塔納會見印度總理莫
迪迪。。 新華社新華社

■■上海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1717次會議次會議正在哈薩克斯坦召開正在哈薩克斯坦召開。。圖為該組織大合照圖為該組織大合照，，前排左起前排左起：：上海合上海合
作組織秘書長作組織秘書長阿里莫夫阿里莫夫、、烏茲別克斯坦總統沙夫卡特烏茲別克斯坦總統沙夫卡特··米爾濟約耶夫米爾濟約耶夫、、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哈薩克斯坦總統哈薩克斯坦總統
納扎爾巴耶夫納扎爾巴耶夫、、俄羅斯總統普京俄羅斯總統普京、、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坦巴耶夫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坦巴耶夫；；中排左起中排左起：：伊朗外伊朗外
長查瑞夫長查瑞夫、、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印度總理莫迪印度總理莫迪、、阿富汗總統加尼阿富汗總統加尼、、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巴基斯坦巴基斯坦
總理夏立夫總理夏立夫，，以及其他對話夥伴國家代表以及其他對話夥伴國家代表。。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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