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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啟自貿協定可行性研究
巴拿馬總統首訪華 重申堅定奉行「一中」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中巴兩國元首昨日在北京舉

行了首次歷史性會晤。兩國達成多

項共識：為推動兩國貿易投資自由

化便利化，雙方宣佈啟動中巴自由

貿易協定聯合可行性研究。雙方決

定簽署兩國政府間海運協定。中國

政府支持中國企業參與巴拿馬基礎

設施建設，鼓勵中資金融機構在巴

拿馬設立分支機構，歡迎巴方擴大

對華出口。中方同意開放巴拿馬為

中國公民組團出境旅遊目的地，願

同巴方加強民航合作。

中巴聯合聲明部分要點
■雙方將本着開放、包容、互利、普

惠的原則共商共建「一帶一路」，共

享合作成果，造福兩國人民。

■為推動兩國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

化，雙方宣佈啟動中巴自由貿易協定

聯合可行性研究。雙方決定簽署兩國

政府間海運協定。中國政府支持中國

企業參與巴拿馬基礎設施建設，鼓勵

中資金融機構在巴拿馬設立分支機

構，歡迎巴方擴大對華出口。中方同

意開放巴拿馬為中國公民組團出境旅

遊目的地，願同巴方加強民航合作。

■中巴建立和發展關係的根本出發點

與落腳點是促進共同發展、增進民生

福祉。雙方將在南南合作框架內深化

人力資源合作，提升自主、創新、協

調發展能力。雙方將拓展教育、文

化、旅遊等領域交流，加強執法、安

全、扶貧、移民等關乎人民切身利益

的合作，增強兩國社會在中巴關係發

展中的獲得感。

■雙方一致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主

張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

歧，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中方

尊重巴拿馬運河提供永久中立的服

務，讚賞巴方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

揮建設性作用。巴方將積極參與中

國－拉共體論壇建設。

資料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
長王毅與正在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巴拿馬
總統巴雷拉，前日共同出席巴拿馬駐華大
使館開館儀式。王毅致辭時，對巴拿馬駐
華大使館正式開館表示熱烈祝賀。
王毅說，總統先生曾跟我講過他的故

事和經歷。他10年前第一次來中國訪問
時，內心就作出了一個決定：有朝一日

一定要跟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一定要跟
中國成為最好的朋友。我們看到，巴雷
拉總統就任之後，很快就把同中國建交
提上了重要日程。兩個月前，我第一次
到訪巴拿馬，就感受到巴拿馬社會各界
對與中國建交的發自內心的喜悅和歡
迎。我在這裡想說的是，巴雷拉總統先
生作出的這個決定，完全符合巴拿馬國

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完全符合世界
發展進步的潮流。

將簽近20份合作協議
王毅表示，中巴建交時間雖然不長，

只有短短5個月左右，但每一天都有新的
進展，每一天都在書寫新的歷史。而這
次巴雷拉總統先生訪華，將使中巴掀起
的這一歷史新篇章達到一個高潮。中巴
將給世界一個驚喜，雙方將共同簽署將
近20份涉及各個領域的互利合作協議，
這將把中巴關係迅速推向全面合作的新
階段。我相信，兩國元首會晤一定將為
中巴友好開闢新的前景，為中巴合作制
定長遠的規劃。
巴雷拉表示，我作為巴拿馬總統首次
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並與王毅外長共
同出席巴拿馬駐華大使館開館儀式具有
歷史意義。兩個月前，中國國旗在美洲
的心臟──巴拿馬飄揚，巴拿馬國旗又
在中國的心臟、首都北京飄揚。很高興
巴拿馬從此與偉大的中國人民緊密聯繫
起來。我們將堅守承諾，堅定奉行一個
中國政策，致力於同中國發展互利共贏
的友好合作關係。

王毅：中巴每天都在書寫新歷史

■巴拿馬駐華大使館在北京正式開館，王毅和巴雷拉共同出席開館儀式。 中新社

巴國各界寄厚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巴拿馬

共和國總統胡安．卡洛斯．巴雷拉．羅
德里格斯前日開始對中國進行國事訪
問，據新華社報道，巴政商學界人士對
巴雷拉此次訪華寄予厚望，認為此訪將
為巴中關係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為巴
拿馬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
巴拿馬副總統兼外長德聖馬洛在隨同

巴雷拉出訪前發表聲明表示，巴拿馬對
巴雷拉總統此次訪華寄予厚望。德聖馬
洛還說，此訪將推進巴中雙邊工作日程
具體事務的落實，雙方將簽署一系列重
要合作文件。
巴拿馬前總統顧問胡里奧．邱表示，

事實證明，中國發展對外關係時從不干涉
別國內政，而是提供大量合作機遇。他希
望隨同總統訪華的巴拿馬企業家能參與推

進巴中雙邊經貿關係發展。此外，巴拿馬
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拉美延
伸，參與「一帶一路」將有助於巴拿馬鞏
固其在中美洲地區乃至全球運輸和物流樞
紐地位。

借中國東風發展經濟
巴拿馬企業經理協會前主席魯文．卡

斯蒂略認為，巴雷拉訪華是巴中關係發
展史上的大事，將為巴拿馬經濟發展注
入新動力。卡斯蒂略希望能有更多中國
企業參與巴拿馬基礎設施建設。他還
說，巴中關係發展還將為巴拿馬的農業
發展帶來機遇，希望今後越來越多的行
業能夠借巴中關係發展的東風，得到長
足發展。
巴拿馬經濟學家費利佩．阿戈特認

為，巴中雙邊關係駛入快車道，將為巴
拿馬的物流業帶來巨大機遇，巴拿馬可
成為中國商品在拉美地區的「中轉
站」。他說，巴雷拉此次訪華，必將使
巴中雙邊關係獲得飛躍式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北
京報道）中巴建

交僅五個月，巴拿馬總統就展開對中
國首次國事訪問。中國社科院美國研
究所外交室主任袁征向香港文匯報指
出，如果蔡英文仍在兩岸問題上含糊
其詞沒有進一步表態的話，那麼可以
預見在不久的將來還可能會在台灣的
所謂「邦交國」當中出現第二個「巴
拿馬」。袁征相信，中巴建交及巴拿
馬總統訪華，將對加勒比海地區等未
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帶來巨大「衝擊
波」。他說，中國在這一地區打開缺
口之後，其他國家將會看得更清楚，

整個世界的大勢是如何發展的，到底
是誰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跟誰交
朋友對自己更有好處，顯然，台灣與
大陸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
袁征指出，中巴建交前一直有經貿

等方面的聯絡與往來，而巴方亦一直
期待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中巴建立
外交關係符合巴方利益。中巴經貿往
來頻繁、社會人文基礎良好，華人社
會影響力大，且中國是巴拿馬運河最
重要的用戶之一，巴方從中受益匪
淺。

絕大多數國家承認「一中」
對於中巴建交，袁征表示，中國的

國際地位和影響力與日俱增，世界上
絕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並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經濟上，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
目的成就，從2010年開始就躍升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顯著增
強。尤其是當前中國提出「一帶一
路」的倡議，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中
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引
擎。
從中國目前對外投資能力看，袁征認

為，隨着中巴建交後兩國關係的進一步
密切，中國未來勢必會加大在巴拿馬的
投資力度。這對於帶動巴拿馬的經濟社
會發展來說，是非常大的助益。

中巴關係高走衝擊台「邦交國」

昨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
大會堂同巴拿馬總統巴雷拉舉行會

談。今年6月13日，巴拿馬政府斷絕同台灣
的所謂「外交關係」，中巴建立大使級外交
關係。巴雷拉是首位訪華的巴拿馬總統，也
是中共十九大閉幕後首位來華的拉美國家元
首。會談中，巴雷拉鄭重重申，巴拿馬堅定
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堅定支持中國和平統
一。習近平強調，中巴人民保持友好交往已
經160多年。兩國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建
立外交關係，實現了雙方幾代人的夙願。
習近平指出，中巴關係史已經掀開了嶄
新的一頁。他說，中巴建交功在當今，利
在千秋。兩國建交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這個初心就是要在國際上維護原則，弘揚
大義，在合作中促進共同發展，增進民生
福祉。習近平表示，中巴關係發展耽擱了
幾十年，中方願同巴方一道，把準方向，
以高速度、高起點、高標準規劃和推進兩
國的合作，使中巴關係實現彎道超車，能
夠後來居上。

致力打造友好合作典範
中巴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指，中巴致力
於將彼此關係打造成不同規模、不同國情
國家友好合作的典範，以實際行動推動建
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
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聯
合聲明強調，巴拿馬政府將嚴格恪守一個
中國原則，堅決反對任何有悖這一原則的
行為，積極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進程。
巴拿馬是西半球重要物流樞紐。中巴雙
方發表的聯合聲明指，巴方期待參與「一
帶一路」倡議，把中巴互補優勢轉化為務
實合作、持續增長的優勢，促進東西半球
互聯互通。中方對此表示歡迎和支持。雙
方將本着開放、包容、互利、普惠的原則
共商共建「一帶一路」，共享合作成果，
造福兩國人民。

為「帶路」走向拉美作貢獻
習近平在會談中強調，中方把拉美看作
「一帶一路」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與
方，巴拿馬完全可以成為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向拉美自然延伸的重要承接地。雙方
要以共建「一帶一路」為統領，加強發展
戰略對接，把兩國互補優勢轉化為全面合
作優勢。要在海事、基礎設施建設、貿
易、投資、金融等領域拿出一批合作早期
收穫成果，同時積極開展教育、旅遊等貼
近人民的交流合作。
巴雷拉表示，巴方願同中方一道，密切
兩國高層交往，增進兩國人民相知相親，
推進兩國在貿易、投資、金融、民生、減
貧、基礎設施等領域互利共贏合作，加強
在聯合國等多邊場合協調配合。巴方積極
支持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偉大
倡議，願利用自身獨特區位優勢，積極參
與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同中方加強港口、
海事、航運、鐵路、物流等領域合作，共
同為「一帶一路」合作向拉美延伸、為促
進世界互聯互通作出貢獻。

巴雷拉邀習近平早日訪巴
中巴建立和發展關係的根本出發點與落
腳點是促進共同發展、增進民生福祉。中
巴雙方一致同意加強治國理政經驗交流，
攜手追求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雙方將在
南南合作框架內深化人力資源合作，提升
自主、創新、協調發展能力。雙方將拓展
教育、文化、旅遊等領域交流，加強執
法、安全、扶貧、移民等關乎人民切身利
益的合作，增強兩國社會在中巴關係發展
中的獲得感。
兩國元首在會晤後共同見證雙方簽署共
建「一帶一路」以及經貿、投資、海運、
鐵路、人力資源、產業園區、農業、質
檢、民航、旅遊等領域十餘項合作文件。
此外，巴雷拉總統熱情邀請習近平主席早
日對巴拿馬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

■■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舉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舉
行歡迎儀式行歡迎儀式，，歡迎巴雷拉訪華歡迎巴雷拉訪華。。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
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
進行國事訪問的巴拿馬總統巴
雷拉。
李克強表示，中國和巴拿馬

正式建交順應時代趨勢和民心
所向，開啟了兩國關係的歷史
性篇章。習近平主席同總統先
生舉行會談，全面規劃中巴關
係發展藍圖。中方讚賞巴拿馬
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願在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尊重彼此核
心利益的基礎上，同巴方增強
政治互信，將「一帶一路」倡
議同巴方發展戰略相銜接，深
化互利合作，不僅為兩國關係
長期快速發展奠定基礎，也為
地區和世界經濟發揮積極促進
作用。
李克強指出，中國願將自身

作為世界貨物貿易大國的優勢
同巴拿馬作為「世界橋樑」的
區位優勢相結合，開展物流網
絡合作。抓住當前世界經濟出
現回暖、全球貿易有所回升帶
來的機遇，搶佔市場先機，以
互利共贏合作鞏固兩國友好交
往，為雙方人民帶來福祉。
巴雷拉表示，巴方高度讚賞中

國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對世
界所產生的重要影響。堅信巴中
建交有助於巴經濟發展和兩國互
利合作。巴方將堅持一個中國政
策，本着相互尊重，真誠合作的
精神，將巴區位優勢和中方發展
優勢相結合，加強互聯互通和物
流樞紐中心建設合作，攜手推動
巴中關係與合作的發展，造福兩
國人民。巴方願為中國企業赴巴
投資提供良好條件，並將巴建成
中方企業對拉美合作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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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巴雷
拉。 新華社

■巴拿馬政商學界人士認為此訪將為當
地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圖為當地華僑
慶祝巴拿馬與中國建交。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