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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晤普京 彰中俄親密關係
倡雙方加強國際事務協調 為世界和平注建設性力量

攜俄辦反導演習
應對挑釁性打擊

��.��.��
李克強當地時間11月29日在莫斯科克

里姆林宮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李
克強首先轉達了習近平主席對普京總統的
誠摯問候和良好祝願。李克強指出，中方
願將「一帶一路」倡議同歐亞經濟聯盟加
強對接，既發揮好傳統領域合作的龍頭作
用，又注重新興領域的新動能效應，挖掘
遠東開發潛力，擴大跨境貿易規模，更好
造福兩國人民。
李克強強調，中方願同俄方加強在國際
事務中的溝通協調，密切在上海合作組織
等多邊框架內的合作，共同助力地區合作
穩中求進，為世界的和平發展注入建設性
力量。
普京表示，俄中保持頻繁的高層交往與
溝通，充分表明兩國關係發展的穩定性和
高水平。兩國政府及有關合作機制對雙方
務實合作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當前俄中

貿易增長勢頭良好，能源、交通基礎設
施、農業、地方等領域合作積極推進。歐
亞經濟聯盟和「一帶一路」倡議具有互補
性，希望雙方對接好發展戰略，更好實現
互利雙贏。雙方還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
區問題交換看法。

兩國高層頻會面 戰略互信度空前
中共十九大後，中俄兩國高層在一個多

月的時間內高頻見面。10月31日，梅德
韋傑夫訪華，分別與習近平、李克強見
面；11月10日，習近平在越南峴港出席
APEC會議期間會見了普京；11月14日，
李克強在菲律賓出席東亞峰會期間與梅德
韋傑夫會面。

發展戰略契合「帶路」有效整合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
行院長王文表示，近年來，中俄兩國通過
全方位的合作，戰略互信達到了空前地
步，中俄兩國關係成為新型大國關係的典
範，而高層間的交流與溝通在兩國關係進
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我曾經統計過，
近五年來，中俄兩國元首之間見面就超過
20次，平均一年超過5次，這還沒有算上
政府首腦之間的會面。而對於我們朋友之
間來說，即便同樣在北京，一年內若能見
5次，那一定是非常好的關係，由此可見
兩國高層之間的親密。正是高層之間的頻
繁交流，進一步夯實了中俄兩國之間的戰

略互信。」王文說。
俄羅斯總統經濟顧問Sergey Glaziev亦

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三屆中俄經濟對話中
表示，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一
帶一路」倡議有不少契合點，兩者都涉
及到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一帶一
路」倡議對於俄羅斯而言，可以在一些
基礎設施項目上讓本國商界與其他國家
的合作夥伴進行合作，降低投資成本。
中國社科院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秘書

長孫壯志認為，中俄兩國在地區合作中有獨
特優勢，中國對於新疆地區的發展規劃，
與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發展規劃，可以通過
「一帶一路」倡議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兩
國在區域合作層面會得到很好的契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赴俄羅斯出席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首腦（總
理）理事會第十六次會議之際，接
受俄國際文傳電訊社書面採訪時表
示，中俄將充分發揮大國作用和擔
當，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和人類幸
福安寧作出更大貢獻。

對話不對抗 結伴不結盟
李克強說，中俄雙方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問題上相互
堅定支持，兩國關係能夠經受住各
種風雲變幻和歷史考驗，不會隨着
外部環境變化而改變，樹立了對話
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國與國相處
典範。李克強表示，世界正處於大
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和平與發
展仍是時代主題，但面臨的不穩定
性不確定性突出。中俄全面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持續發展，有利於中俄
各自發展振興，也有利於世界和
平、穩定、繁榮。

推動多邊框架穩定發展
李克強說，雙方在聯合國及其安

理會、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
多邊框架內密切協作，積極推動上
述機制健康穩定發展，支持擴大發
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
發言權。雙方還就朝鮮半島、敘利
亞、阿富汗等熱點問題保持有效溝
通協作，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
協商化解分歧，推動政治解決進
程。近年來，兩國在反恐、戰略穩
定、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
合作不斷深化。今後，中方將繼續
與俄方在上述領域攜手合作，充分
發揮大國作用和擔當，為促進世界
和平穩定和人類幸福安寧作出更大
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應俄羅
斯總理梅德韋傑夫邀請，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當地時間11月30日上午乘專機抵
達索契國際機場，將出席在這裡舉行的上
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首腦（總理）理事

會第十六次會議。俄羅斯政府高級官員和
中國駐俄羅斯大使李輝等到機場迎接。
李克強表示，上海合作組織成立16年

來，已經成為維護地區安全穩定、促進共同
發展繁榮的重要平台。我期待同各方齊聚

「黑海明珠」索契，在上合組織首次擴員
後，共同梳理成果，挖掘潛力，在新的起點
上實現成員國政治、安全、經濟、人文等領
域合作持續推進。我也期待在索契同梅德韋
傑夫總理再次會晤，為深化中俄關係以及在

上合組織框架內協作再添動力。
與會期間，李克強還將同上合組織成員

國領導人共同簽署有關合作文件，舉行多
場雙邊會見，並在梅德韋傑夫總理陪同下
出席有關人文等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引述俄羅斯衛星
通訊社報道，俄羅斯國民近衛軍新聞發言人
亞歷山大．瑟喬夫日前向媒體表示，俄羅斯
近衛軍特種部隊與中國武警部隊將於12月2
日至13日在銀川舉行「合作－2017」特種
戰術演習。

瑟喬夫表示：「聯合特種戰術演習將於
12月2日至13日在銀川舉行。俄方將派由
『勇士』和『山貓』特種部隊士兵組成的聯
合部隊參加，中方參加軍演的是武警部隊
『沙狐』反恐突擊隊。」他還表示，俄方將
派出32名士兵參加演習，每隊16人。此次

演習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將進行士兵
訓練，第二部分士兵將執行假想任務。
瑟喬夫解釋稱：「士兵們將摧毀假想武
裝分子的軍事基地，開展反恐行動。一部
分演習將在沙漠中進行，另一部分則安排
在山地。此外，『山貓』部隊士兵將與中
方戰友一起演練在城市中緝拿罪犯的場
景，而『勇士』部隊士兵則與中方共同搜
尋假想恐怖分子營地。」

出席上合首腦會議 期待各方共挖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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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

通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於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會見俄羅

斯總統普京，就雙方共同關心問

題交換看法。據中國外交部介

紹，李克強此行是應俄羅斯聯邦

政府總理梅德韋傑夫之邀，出席於

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索契舉行

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首腦

（總理）理事會第十六次會議。

北京學者分析，李克強於此時會

見普京，充分顯示中俄高

層關係親密以及對兩國

合作與發展的重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國防
部新聞局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昨日在
例會上回應，中俄正在就蘇-35戰機開展重要
合作，進行飛行培訓等活動。他還在回應解放
軍轟-6K等各型軍機開展出島鏈遠海訓練引發
台灣關注時表示，沒有什麼鎖鏈可以鎖住中
國。就一些外媒炒作的「中國威脅論」，這位
發言人表示，不管面對怎樣的喧囂嘈雜與艱難
險阻，中國軍隊自力更生、發展壯大，已是勢
不可擋。
日前有媒體報道稱，中國空軍飛行員已經前
往俄羅斯試飛蘇-35戰機，並很可能年底前將
蘇-35戰機直接開回國內。吳謙昨日在國防部
例會上表示，蘇-35飛機項目是中俄兩國正在
開展的一項重要合作。目前，雙方正按計劃積

極推進包括飛行培訓在內的各項合作，該項目
進展順利。

沒什麼鎖鏈能夠鎖住中國
台灣方面上月23日稱，解放軍轟-6K等各型

軍機開展出島鏈遠海訓練，其中部分機種經巴
士海峽飛往西太平洋後沿原航路返回基地，台
灣方面全程依規派艦機進行監偵應對。對此，
吳謙回應，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有關訓練是
年度計劃內的例行性安排，類似的訓練我們今
後還會繼續下去。「我在這裡強調一下，沒有
什麼鎖鏈能夠鎖住中國。」

解放軍壯大有助世界和平
近期一些外媒再度炒作「中國威脅論」，質

疑中國軍隊拓展海外存在意在對外擴張。吳謙
回應說，不管面對怎樣的喧囂嘈雜與艱難險
阻，中國軍隊自力更生、發展壯大，已是勢不
可擋。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對國際社會的貢獻
有目共睹，中國軍隊的發展壯大是世界和平力
量的發展壯大，有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
榮。
此外，吳謙還在例會上就半島問題表示，在

解決半島問題上，軍事手段不能成為一個選
項。中國正在進行的「嚴寒-2017」軍演相關
演習是年度訓練計劃內的例行性安排，不針對
特定的國家和目標。就「薩德」部署，他說，
停止「薩德」部署進程，撤除「薩德」裝備才
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中國軍隊將繼續採取
應對措施，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國防部新聞局局長、國防部新聞
發言人吳謙昨日在國防部例會上表
示，中俄將於12月11日至16日在北
京舉行「空天安全-2017」中俄第二次
首長司令部聯合反導計算機演習。未
來，中俄雙方將根據需要加強在防空
反導領域的合作。

中越將舉行聯合巡邏
據悉，這將是中俄第二次舉行反導

聯合演習。吳謙表示，是次演習目的
是雙方通過共同演練防空反導作戰籌
劃、指揮、火力協同等內容，應對彈
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對兩國領土的突發
性和挑釁性打擊。他特別強調，演習
不針對第三方，由空軍具體承辦。目
前，雙方正在開展演習的籌備工作。
未來，中俄雙方將根據需要加強在防

空反導領域的合作。
吳謙還在例會上介紹，為落實習近

平主席訪問越南時雙方達成的重要共
識，根據中越兩軍相關協議，兩國海
軍將於本月上旬在北部灣海域進行第
23次聯合巡邏，並開展通信校驗演練
和聯合搜救演練。他說，中方重視中
越兩軍關係，願與越方共同努力，維
護北部灣海域和共同漁區秩序與穩
定，推動兩軍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他並透露，中美兩軍聯合參謀部對話

機制首次會議於上月29日至30日在美
國華盛頓舉行。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
副參謀長邵元明少將與美軍參聯會戰略
規劃與政策部部長克拉克中將共同主持
此次對話，就兩軍聯合參謀部交流合
作和改進危機管理與溝通等議題進行
討論。此次會議有助於雙方增進了解、
深化互信、擴大共識、管控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新華社日前報道，中央軍委原委
員、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張陽
涉嫌行賄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犯
罪，在接受組織談話期間自縊死亡。
還有網絡消息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
部原參謀長房峰輝亦在接受調查。國
防部新聞局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
吳謙昨日在國防部例會上回應，並不
了解房峰輝被調查情況。這位發言人
在回應張陽涉嫌犯罪事實時強調，將

堅決清除一切侵蝕軍隊健康軀體的病
毒。
在回應張陽涉嫌犯罪事實後續如

何處理時，吳謙表示，中國軍隊始
終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堅持
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
遏制、強高壓、強震懾，堅決清除
一切侵蝕軍隊健康軀體的病毒，為
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軍隊提供堅強的政治
保證。

國防部：中俄正就蘇35開展重要合作

回應張陽自縊：
堅決清除一切侵蝕軍隊的病毒

中俄明起銀川演練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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