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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加快形成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

中國副外長：中韓關係主障礙未除
兩國外交高級別對話在京舉行 雙方同意妥處分歧

中國發佈「帶路」海上合作設想 擬建3藍色經濟通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第八次中韓外交部門高級別戰

略對話昨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副外

長張業遂與韓國外交部第一次官林

聖男，就各自內政外交政策、中韓

關係、薩德問題及朝鮮半島形勢深

入坦誠交換意見。張業遂坦言，制

約和影響兩國關係的主要障礙仍然

沒有排除，半島和地區形勢依然複

雜。不過，中韓在對話中同意進一

步加強溝通，妥善處理分歧，推動

中韓關係盡快重回平穩健康發展軌

道。專家認為，目前中韓關係的主

要障礙是薩德問題，韓方需就此作

出明智理性決斷。

■整裝待發首飛的「中國海監 B－
5002」。 網上圖片

讓金磚與G20齊飛共振

��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賈晉京
金磚國家外長會晤前日在北京舉行，這

是首次召開的金磚國家外長會晤。
從整個全球治理體系來看，近期也是其

他機制的活躍期：5月底西方七國集團
（G7）峰會剛剛在意大利西西里島閉幕，
而2017年度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則將
於7月7日在德國漢堡開幕。無疑，G7峰會
與金磚外長會晤、金磚財政和央行行長會議
都將對即將召開的G20峰會產生重要影響。
在「全球經濟治理首要平台」G20的構

成中，金磚五國與G7是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間機制；而金磚機制經過10年的發展，在
全球治理格局中逐漸與G7比肩，不妨從三
個維度加以分析：
首先，「金磚」代表着全球治理「增

量」重任。金磚五國人口佔全球的近四

成，同時經濟發展較快，十年時間，金磚
五國經濟總量佔全球比重從12%上升到
23%，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50%，
五國間貿易投資大幅提升，在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重要國際金融機構中
發言權邁上新層次。可以說，金磚五國就
是全球經濟中最大的「增量」所在，也是
全球治理中話語權、投票權最大的「增
額」所在。全球發展最快的四成人口，需
要通過金磚機制參與全球治理。
其次，「金磚」與G7分擔着全球治理

「存量」責任。大約30年前，西方七國的
經濟總量一度佔到全球約85%，那時的G7
是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台。而2008年國
際金融危機之後，西方七國一直未能走出
低增長的陰影，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佔比

也下降到50%以下。儘管如此，G7所代表
的，仍是全球經濟中總量巨大且現代化歷
史最長的部分。並且，G7機制在40多年
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體系最大、覆蓋面
最廣、機制最成熟的治理體系，一直是
G20和金磚模仿的對象。因此，G7作為更
成熟的機制，與「金磚」共同在全球治理
中承擔着「存量治理」職責。

最後，「金磚」與G20承擔着引領全球
治理方向大任。2016年中國杭州G20峰
會，是全球治理史上的關鍵轉折點。杭州
G20峰會把創新增長方式、挖掘增長潛力
作為全球經濟治理核心任務，並把落實聯
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作為G20的首
要議程，由此重新定義了全球治理的大方
向。在2017金磚合作「中國年」的各類成

果文件，如剛剛發佈的《金磚國家外長會
晤新聞公報》中，能夠看到「金磚」對共
擔G20政策方針的明確宣誓，這也是「金
磚」成果與G7成果的顯著區別。可以說，
金磚機制正在成為G20大政方針的共同承
擔者。

如今，金磚機制已經形成了全方位、多
領域的對話合作網絡，不但有年度領導人
會晤，安全代表、外長等十多個部長級會
晤也已建立，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智庫
理事會、反恐工作組、網絡工作組等已經
在運行，新開發銀行、金磚國家應急儲備
機制等金融合作機制，新設的金磚國家運
動會等人文合作機制等也在不斷湧現。金
磚機制的體系在不斷完善，全球治理能力
在不斷加強。對中國來說，「金磚」與G20
可作為參與全球
治理的兩翼、雙
輪，正在踔厲風
發、齊飛共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海洋局近日
聯合發佈《「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
作設想》（以下簡稱《設想》）。這
是自2015年3月28日發佈《推動共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的願景與行動》以來，中國政府首
次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
提出中國方案，也是「一帶一路」國
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之一。《設想》
提出要重點建設3條藍色經濟通道。
3條藍色經濟通道包括：以中國沿海
經濟帶為支撑，連接中國－中南半島
經濟走廊，經南海向西進入印度洋，
銜接中巴、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共同
建設中國－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藍
色經濟通道；經南海向南進入太平

洋，共建中國－大洋洲－南太平洋藍
色經濟通道；積極推動共建經北冰洋
連接歐洲的藍色經濟通道。

開展海上航行安全合作
同時，《設想》提出，要開展海上

航行安全合作。中國政府願承擔相應
的國際義務，參與雙多邊海上航行安
全與危機管控機制，共同開展打擊海
上犯罪等非傳統安全領域活動，共同
維護海上航行安全。
《設想》倡議，中國以海洋為紐帶

增進共同福祉、發展共同利益，以共
享藍色空間、發展藍色經濟為主線，
加強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戰
略對接，全方位推動各領域務實合
作，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海上大

通道，共同推動建立海上合作平台，
共同發展藍色夥伴關係，沿着綠色發
展、依海繁榮、安全保障、智慧創
新、合作治理的人海和諧發展之路相
向而行，造福沿線各國人民。
《設想》提出，中國政府將秉持和

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
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遵循「求同存
異，凝聚共識；開放合作，包容發
展；市場運作，多方參與；共商共
建，利益共享」的原則，致力推動聯
合國制定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在海洋領域的落實，與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沿線各國開展全方位、多領域的海
上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的合作平
台，推動建立互利共贏的藍色夥伴關
係，鑄造可持續發展的「藍色引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國家
海洋局首架中遠程特種海上監測飛機
「中國海監B-5002」日前在新落成的海
南博鰲機場一飛沖天，入列國家海洋局
南海分局。該飛機是目前中國海監飛
機中體型最大、航速最快、航程最遠
的飛機，其理論航程可覆蓋中國南海
全部海域。
「中國海監B-5002」飛機由西安飛機

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在國產「新舟
60」客機的基礎上，進行多項技術創新，
歷時3年建造完成，安全性、經濟性、舒
適性和維護性等方面均達到世界同類飛機
的先進水平。飛機搭載有先進的遙感、監
測、通信、搜救定位等設備，設備總價值
近一億元人民幣。
「中國海監B-5002」飛機將承擔海洋

行政執法、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環境保
護、海島開發利用、海洋權益維護等多
項目的航空監視監測任務，以及海洋科
研和海上搜救等社會公益飛行項目。
報道指，該飛機的入列，將有效擴大
海洋航空執法覆蓋範圍，提升信息化
水平，推動南海區海洋航空執法能力
邁上新台階。

中遠程特種海上監測機首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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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網報道，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
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習近平於昨日
主持召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第一次
全體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
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是我們
長期探索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規
律的重大成果，是從國家發展和安全全局
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應對複雜安全威
脅、贏得國家戰略優勢的重大舉措。要加

強集中統一領導，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
觀和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突出問題導
向，強化頂層設計，加強需求統合，統籌
增量存量，同步推進體制和機制改革、體
系和要素融合、制度和標準建設，加快形
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
度發展格局，逐步構建軍民一體化的國家
戰略體系和能力。
習近平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軍

民融合的戰略機遇期，也是軍民融合由初

步融合向深度融合過渡、進而實現跨越發
展的關鍵期。各有關方面一定要抓住機
遇，開拓思路，在「統」字上下功夫，在
「融」字上做文章，在「新」字上求突
破，在「深」字上見實效，把軍民融合搞
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

把理念落實到經濟國防建設
習近平強調，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必

須立足國情軍情，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軍民融

合路子，把軍民融合發展理念和決策部署貫
徹落實到經濟和國防建設全領域全過程。
習近平指出，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根本出路在改革創新。要以擴大開放、打
破封閉為突破口，不斷優化體制機制和政
策制度體系，推動融合體系重塑和重點領
域統籌。要把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和創新驅
動發展戰略有機結合起來，加快建立軍民
融合創新體系，培育先行先試的創新示範
載體，拓展軍民融合發展新空間，探索軍

民融合發展新路子。
習近平強調，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要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工
作，發揮好法律法規的規範、引導、保障
作用，加快推進軍民融合相關法律法規立
改廢釋工作。要優化軍民融合發展的制度
環境，堅決拆壁壘、破堅冰、去門檻，加
快調整完善市場准入制度，從政策導向上
鼓勵更多符合條件的企業、人才、技術、資
本、服務等在軍民融合發展上有更大作為。

昨日上午，在舉行戰略對話之前，中國
國務委員楊潔篪會見了林聖男。據中

國外交部介紹，在會見中，楊潔篪表示，中
韓兩國互為重要近鄰，中方一貫重視發展中
韓關係。雙方應落實好兩國元首共識，牢記
中韓建交的初心，堅持友好合作的大方向，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希望韓方展
現政治意願和決斷，信守承諾，同中方一
道，妥善解決有關問題，推動兩國關係盡快
實現改善發展。
林聖男表示，文在寅總統希望改善和發展
韓中關係。今年正值韓中建交25周年，韓
方希望以此為契機同中方加強溝通與協調，

推動兩國關係取得重要進展。

半島地區形勢依然複雜
隨後，中韓雙方在友好的氛圍中展開了戰

略對話。據央視報道，張業遂表示，當前兩
國關係處在一個關鍵的節點，文在寅總統就
任後，兩國相互釋放了重視改善中韓關係的
積極信心。但是，制約和影響兩國關係的主
要障礙，仍然沒有排除。
張業遂稱，半島和地區的形勢依然複雜，

雙方確實有必要進一步加強溝通，努力找到
妥善解決問題的辦法，推動兩國關係重新回
到平穩發展的軌道。

林聖男表示，中國俗話說「好的開始是成
功的一半」，文在寅總統就任後對外公開強
調，他將進一步重視韓中關係，希望把韓中
關係發展成為實質性的戰略合作夥伴。
本月7日，韓國政府以「戰略環境評價」
為由暫時擱置「薩德」部署問題。過去一個
時期，「薩德」部署問題導致中韓之間原本
熱絡的多元關係陡然生變，不僅政治和外交
關係降至冰點，經貿、旅遊和文化交流也都
受到巨大衝擊。

專家：推遲「薩德」部署助紓民意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笪

志剛在《環球時報》撰文指出，寒意濃濃的
中韓關係，或許能在文在寅政府這次乃至今
後力度更大的改善努力中，出現一些「潤物
無聲」的積極變化，進而由「乍暖還寒」過
渡到「春意漸濃」，甚至「雨過天晴雲破
處」地漸入佳境。當然，這種境界的實現還
需中韓關係最大限度相向而行，尤其是韓國
政府無論如何不能觸碰中國維護自身戰略安
全利益的底線。
不過，面對來自韓美同盟框架的壓力，文

在寅未來能否再下一城甚至毅然停止部署
「薩德」還未可知。有韓媒引述分析認為，
今年下半年中國遊客訪韓的情況，將成為主

導化妝品公司業績和股價變化的關鍵因素。
報道稱，中國反對「薩德」的態度十分堅
決，而目前韓國只是採取緩兵之計，延遲部
署，兩國矛盾的根源仍未解決，短期內關係
難以回暖。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想重新迎來
中國遊客絕非易事。
笪志剛指出，推遲「薩德」部署雖然僅是

一小步，但這有助於中韓兩國民意的紓緩和
恢復，更有可能創造重建雙邊經貿合作窗口
期的機遇。紓解對華關係的壁壘，也是韓國
探索東北亞地緣平衡時所必需的支撐。從這
點上來說，中韓關係經不起因「薩德」問題
的再次變臉或反覆發作。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右右））在北京與韓國外交部第一次官林聖男共同舉行第八在北京與韓國外交部第一次官林聖男共同舉行第八
次中韓外交部門高級別戰略對話次中韓外交部門高級別戰略對話。。 中新社中新社

■雙方就中韓雙邊關係、朝鮮半島形勢等深入交換了意見。雙方同意進一步加強溝通，
拓展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推動中韓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圖為張業遂（左一）和林聖
男（右二）正進行對話會議。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