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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應邀年底訪華
加強國際地區問題溝通 共同規劃中美關係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應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邀請，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

於今年底首次對中

國進行國事訪問。

當地時間 12 日，

訪問牙買加後過境

美國華盛頓的國務

委員楊潔篪，在與

美國國務卿蒂勒森

會面時透露了這一

消息。楊潔篪表

示，中方願與美方

共同努力，推動訪

問取得積極成果。

蒂勒森也表示，特

朗普期待同習近平

主席共同規劃美中

關係未來發展。

不出所料，朝鮮新一輪
核試驗換來了更加嚴厲的
國際制裁。
伴隨着半島緊張局勢升

級，最受傷的是東北亞地
區的和平。半島問題本就是冷戰殘餘，是地區和平的
一塊心病。有關各方嚴重缺乏互信是半島問題的主要
癥結，半島核問題的出現既是這一癥結的反映，又惡
化了這一癥結。可以說，半島核問題給東北亞安全局
勢增添了最具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因素。朝鮮出於自
身國家安全和政權穩定考慮，以為可以「擁核自
保」，但由於半島對立和博弈的複雜性及特殊性，
「擁核」也成了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條繩索，在「擁
核」上動作越大，受到的孤立、壓力越大。美國出於
亞太戰略和對朝戰略考慮，以為可以「恃強凌弱」，
但過分的示強和壓力使得朝鮮更加擔心自身安全，反

而進一步奢望通過核導計劃以求自保。朝美雙方似乎
都在理性地算計着戰略和得失，但若不改變思路，就
永遠擺脫不了各自的安全困境，也讓本地區處於一驚
一乍的境地。
半島「有核」，事出有因，但情不可原。換言之，朝

鮮「擁核」，有其萬千理由，但破壞國際防擴散體系，
構成對國際和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對此國際社會不
會接受。美國對朝鮮「擁核」及核導計劃進展的擔憂日
增，無疑會尋找各種解決方案，但軍事選項也同樣不會
被國際社會容忍。聯合國安理會一系列涉朝決議都是國
際社會的折中方案，既對朝核導計劃作出嚴厲反應，又
為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留有很大餘地。
朝鮮新一輪核試驗和接踵而來的對朝新制裁，是半

島局勢惡性循環的最新表現。儘管半島各方都有自己
的戰略考量，但看不出這種惡性循環能讓任何一方真
正獲益。朝鮮半島已到了何去何從的抉擇時刻。

解決半島問題的抉擇時刻

��

國際問題專家 華益文

在楊潔篪訪美期間，美國媒體引述白宮
官員的話指出，特朗普的亞洲訪問行

程安排在11月。不過中國官方暫時沒有透
露特朗普訪問的具體日期。

拓展互利合作 擴大人文交流
另據新華社報道，楊潔篪在會見蒂勒森
時表示，中方願與美方共同努力，推動特
朗普訪華取得積極成果。雙方要加強高層
及各級別溝通，辦好兩國機制性對話；要
拓展各領域互利合作，擴大人文和地方交
流；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以
建設性方式妥善管控分歧；要加強在重大
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
蒂勒森稱，美方願與中方共同推動美中

關係向前發展。特朗普總統非常期待年內
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同習近平主席共
同規劃美中關係未來發展。美方願同中方
在舉辦首輪外交安全對話和全面經濟對話
的基礎上，辦好首輪社會和人文對話、執
法及網絡安全對話，深化兩國各領域合
作，加強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與協
調，確保特朗普總統訪華富有成果，推動
美中關係進一步深入發展。
近期，中美高層多次就特朗普訪華進行

了密集溝通。上月23日，楊潔篪在應約同
蒂勒森通電話時表示，雙方應該做好特朗
普總統年內應習近平主席邀請訪華準備。
上月6日，在菲律賓出席東亞合作系列外長
會期間，外交部長王毅與蒂勒森舉行雙邊

會晤時指出，雙方正在為特朗普總統訪華
積極作準備。

專家：美關注朝核及貿易問題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

袁征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特朗普訪華估計
會在中共十九大後，越南11月份APEC峰
會之前進行。這位專家指出，由於特朗普
的個人性格等原因，其執政班子一時尚未
完全到位，這就意味着美國對華政策及亞
太戰略仍有不確定，訪問將是美國新總統
首次訪華，也是在中共十九大後，新一屆
領導產生後中美元首的首次會晤。
過去幾個月裡，中美元首曾數次通電

話，並多次談及朝核等問題。至於特朗普

訪華時中美元首會晤的主要議題，袁征相
信，貿易、台灣、南海、朝核等將是重要
議題。
他認為，美國最關注的應該仍是朝核問
題和貿易問題，和年初中美元首海湖莊園
會晤的側重點是一致的，相信美方將與中
方溝通交換意見，努力尋求達成新的共
識，並管控分歧，避免對雙邊關係造成大
的衝突，同時為未來習近平主席對美進行
國事訪問作好鋪墊。
這位專家還指出，特朗普訪華將有助增

進中美相互了解，拓展彼此合作空間，管
控分歧，對在特朗普接下來執政的三年
裡，中美關係繼續向前推進，保持相對穩
定，具有積極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新聞網
報道，特朗普此行還計劃安排
訪問日本，為了顯示日美「牢
固親密的同盟關係」，日本政
府正密切協商，希望特朗普將
訪日行程安排在訪華之前。
報道引述日本政府關係人士

消息說，日美兩國政府正在就
美國總統特朗普最快於11月上
旬訪日展開調整。特朗普首次
訪日放在11月5日前後的日程
浮出水面，雙方正在考慮兩國
首腦的日程推進調整。
消息說，如何進一步強化日美

同盟關係，將會是特朗普訪日的
重要政治外交議題。但是，進一
步打破日本汽車市場和農業領域
的壁壘，削減日本對美貿易黑
字，也將會成為特朗普訪日的重
要會談內容。「到底讓特朗普先
訪問日本，還是先訪問中國？」
日本媒體認為，日本政府無論如
何都要實現特朗普「先日後中」
的訪問日程，以凸顯兩國牢固親
密的同盟關係。
據悉，特朗普為於本月19日

在聯大會議上發表演講而計劃在紐約逗
留，屆時也擬與安倍會面。有分析稱，
雙方將就特朗普首次訪日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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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解放軍報》昨日報道顯示，日前，原中
央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央軍委改革和編制
辦主任秦生祥，接替已經出任中央軍委政
治工作部主任的苗華，擔任海軍政委；原
解放軍北部戰區司令員宋普選已履新中央
軍委後勤保障部部長。
據悉，參加中俄「海上聯合-2017」聯

演第二階段演習的中方艦艇編隊啟航。海
軍副司令員田中代表海軍司令員沈金龍、
政治委員秦生祥到碼頭送行。這意味着此
前擔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央軍委改
革和編制辦主任的秦生祥已出任海軍政
委。
公開資料顯示，1957年出生的秦生祥

曾任原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等
職，2007年前後晉升少將軍銜。2012年
12月，秦生祥接替升任副總參謀長的王
冠中，擔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2015
年7月，他晉升為中將軍銜。
2016年1月，軍委機關調整組建完畢，
軍委機關打破原來的總部制，改為多部門
制，設立了7個部（廳）、3個委員會、5
個直屬機構，共15個職能部門。秦生祥

除擔任軍委辦公廳主任外，還兼任軍委改
革和編制辦主任。

宋普選任軍委後勤保障部部長
另據微信公眾號「解放軍報記者部」

消息，軍委機關服務保障改革推進會昨天
在京舉行。報道中，此前任解放軍北部戰
區司令員的宋普選，以中央軍委後勤保障
部部長的新身份亮相。
據悉，2015年9月，宋普選曾擔任紀念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70周年閱兵總指揮。網上資料顯示，
宋普選生於1954年，曾長期在原濟南軍
區服役，曾任第54集團軍參謀長、第54
集團軍軍長、原濟南軍區副參謀長等職。
2009年2月，他被提拔為原南京軍區副司
令員，成為副大軍區級將領。2010年7
月，晉升為中將軍銜。
8月中旬以來，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

領人事已經發生多例變動。原海軍政委苗
華出任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空軍司
令員已經由丁來杭出任，原中部戰區司令
員韓衛國調任陸軍司令員，原陸軍司令員
李作成履新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針對日前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把
中方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
原則納入決議中一事，外交部發言
人耿爽昨日表示，中方願與國際社
會一道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
革。
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上介紹，9月

11日，第71屆聯合國大會在「聯合
國系統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議題下，通過關於「聯合國與全球
經濟治理」決議，要求各方本着
「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改善全
球經濟治理，加強聯合國作用，同
時重申聯合國應本着合作共贏精

神，繼續發揮核心作用，尋求應對
全球性挑戰的共同之策，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

中國聲音漸成國際共識
耿爽說，「共商、共建、共享」

是中方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
合作指導原則，是各方在推動「一
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形成的重要共
識，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同和
積極響應。這一原則強調各方要一
起協商、一起做事、一起受益，其
背後彰顯的是平等、合作、共贏的
理念。在當前各國利益相互交融、
各種全球性挑戰不斷顯現的背景

下，「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具
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此前，聯合國有關機構通過的

決議也曾納入中方提出的『一帶一
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
內容。這表明中國聲音、中國方案
和中國智慧正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
理解、支持和響應，正在成為國際
社會共識。」他說。
耿爽表示，作為新興市場國家和

發展中國家的一員，中方願與國際
社會一道本着上述原則和理念，積
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使其更
好地反映國際形勢變化，更好地服
務於世界各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中
午，參加中俄「海上聯合-2017」聯演第二階
段演習的中國海軍艦艇編隊從青島某軍港啟
航，赴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參加演習。
海軍副司令員田中代表海軍司令員沈金
龍、政治委員秦生祥到碼頭送行。田中在
講話時說，今年中俄兩國海軍先後在波羅
的海、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組織兩階段聯
演，是鞏固發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的重要舉措，是深化兩國兩軍友好務實
合作的具體實踐，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要求編隊全體官兵要堅決貫徹習主席和中
央軍委戰略決策部署，進一步提升政治站
位，忠誠使命、不負重託，團結一心、砥
礪奮進，以實際行動充分展示中國海軍官
兵過硬的軍政素質和優良的戰鬥作風，充
分展示海軍部隊在複雜生疏海域的適應能
力、反應能力和作戰能力。
聯演以聯合救援和保護海上交通線為課
題，參演的中國海軍艦艇編隊由導彈驅逐
艦石家莊艦、導彈護衛艦大慶艦、綜合補
給艦東平湖艦和援潛救生船長島船組成，
並攜帶艦載直升機、深潛救生艇、陸戰隊

員等兵力參演。中俄雙方在港岸階段將開
展陸戰隊比武、專業交流、體育比賽等活
動，海上階段演習在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
海域展開，包括潛艇救援、編隊防空、編
隊反潛、編隊反艦、聯合解救被劫持船
舶、聯合救助遇險船舶等科目。

首次演練聯合援潛救生
與以往歷次「海上聯合」系列聯演相

比，此次演習首次將演習海域拓展至鄂霍
次克海，首次組織聯合援潛救生演練，首

次組織多兵種、多機種、多艦種聯合反潛
演練，是在第一階段演習基礎上的又一次
深化和拓展，海區陌生、科目複雜、挑戰
性強。
「海上聯合-2017」演習是中俄兩國海軍

組織的年度例行性演習，旨在鞏固發展中
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深化兩軍友好
務實合作，增強兩國海軍共同應對海上安
全威脅的能力，不針對第三方。7月22日至
27日，中俄海軍在波羅的海完成了「海上
聯合-2017」第一階段的演習。

中方願與國際社會一道
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

中方艦艇編隊啟航 赴中俄第二階段演習 秦生祥任海軍政委

■當地時間 9 月 12 日，國務委員楊潔篪
（左）在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務院會見美國國
務卿蒂勒森。 中新社

■■參加演習的導彈驅逐艦參加演習的導彈驅逐艦
石家莊艦石家莊艦。。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特朗普將於今年底首次對特朗普將於今年底首次對
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圖為今圖為今
年年44月月，，習近平與特朗普在習近平與特朗普在
海湖莊園會晤海湖莊園會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