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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訪華冀恢復兩國互信
行前接受央視專訪 強調引進「薩德」純為防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因「薩德」問題飽受衝擊的中

韓關係迎來破冰時刻。韓國總統文在寅今日抵達北京，展開為期三天的

首次中國之行。訪華前夕，文在寅接受央視專訪時表示，此行最大的目

的和重點將放在恢復韓中兩國的互信。他提到，今後韓國將格外注意不

把「薩德」使用在防禦朝鮮核武和導彈以外的地方，不會損害中國的安

全利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就上述專訪內容回應媒體提問時表

示，中方希望「薩德」問題繼續得到妥善處理，中韓雙方能在相互尊重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基礎上，推動中韓關係完全重回健康平穩發

展的軌道。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12月
1日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
發表主旨講話，向來自120多個國家近300
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領導人深刻闡述了關於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
的思想，充分體現了對人類發展和世界前途
的關心，直擊心靈，引起共鳴。

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植根於中華民族
血脈深處的文化基因。中華民族歷來講求
「天下一家」，主張民胞物與、協和萬
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
公」的美好世界。中華文化在21世紀煥發
了新的活力，湧現出新的思想，以對美好
世界的共同追求來定義中國與世界的關
係。共建「一帶一路」已成為有關各國實
現共同發展的廣闊合作平台。
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是中國站在新的

歷史起點上發出的倡議。習近平講話緊緊
圍繞這一主題，指出「古往今來，過上幸
福美好生活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夢
想」。這一主張的萌芽、成形、完善及堅
持，始終貫穿以人為本的思想，體現了把
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博大情懷。
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是中國夢的國際

表達和延伸。中共十九大報告將人民放在
第一位，指出：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
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
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對中國未來發展
方向、發展目標的精準定位。
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是開闢合作共贏

新天地的有效方略。當前世界面臨各種矛
盾與衝突，地區熱點持續動盪，恐怖主義
蔓延肆虐，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

字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通向這
一美好願景的大道就在各國人民腳下。這
就是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
的新型國際關係，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
界。
全世界不同種族、不同民族與國家的人民

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擁有同一個地球，面
對全球性的種種挑戰，應該如家人一樣團結
起來。中國人民既追求美好生活，也嚮往更
加美好的世界，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將
人民置於首位，可謂美美與共、交相輝映。
為人民謀幸福，
讓世界更美好，
這是新時代中國
正在濃墨重彩續
寫的奇跡。

建設更加美好世界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研究員 阮宗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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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明日於北京
舉行儀式，歡迎文在寅到訪。隨

後，兩國元首將舉行會談，並共同見證系
列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文在寅在接受央
視專訪時稱，這次將是第三次見習近平主
席。他認為，習近平主席言行之間透着真
誠，是可信賴的領導人。他說，此訪最大
的目的和重點放在恢復韓中兩國的互信。
互信對兩國關係的發展至關重要，如果通
過此訪韓中兩國能恢復互信，加深兩國民
眾的友好感情，這將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
事情。
自2016年7月朴槿惠政府突然決定部署
「薩德」系統之後，原本處在「蜜月期」
的中韓關係遭遇「急轉彎」。文在寅在專
訪中強調，韓國引進「薩德」純粹出於防
禦目的，沒有損害中國安全利益的意圖。
中國因「薩德」雷達的性能，擔憂該系統
會有損中國的安全利益，對此韓方也有必
要換位思考。今後韓國將格外注意不把
「薩德」使用在防禦朝鮮核武和導彈以外
的地方，不會損害中國的安全利益，美國
曾多次答應遵守在此問題上的承諾。

「薩德」不該阻礙中韓關係
從去年開始，中韓關係受到了「薩德」

問題的影響跌入低谷。直到今年10月31
日，中韓外交部門共同發表了「溝通結
果」。中方重申了對「薩德」問題的立
場，同時注意到韓方表明的立場，即不針
對第三國，也就是不損害中方的戰略安全
利益。韓方表明了不參加美國構建的反導
系統、不追加部署「薩德」、韓美日安全
合作不會發展為軍事同盟的「三不」立
場。雙方同意推動各個領域交流合作早日
回到正常發展軌道。這個「溝通結果」開
啟了中韓關係改善的序幕。
文在寅在專訪中重申，在「薩德」問題

上，韓方的立場是一貫的，這是韓國一直
闡述的立場。這位總統認為，通過10月
31日發佈的兩國共識，兩國互相對對方的
立場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認為『薩德』
問題需要我們解決，同時這個問題不該阻
礙兩國各領域的關係，我們要在經濟、文
化、政治、安全、人員交流，旅遊等領域
再次開啟新的25年。」

中韓堅持和平解決朝核
對於半島局勢，文在寅表示，首先需要

朝鮮停止誤判，轉變認識。他認為，朝鮮
想靠核武保衛國家安全是不現實的，而發
展韓朝之間的和平和合作才真正有利於朝

鮮的安全、發展和繁榮。中韓兩國在堅持
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朝核問題等方面立場
是相同的。如果韓中兩國進一步密切合
作，應該能取得可喜的成果。
陸慷表示，文在寅總統就任後，重視對

華關係，韓國政府在「薩德」問題上作出
鄭重表態，中韓雙方就階段性處理這一問
題達成一些共識。我們希望這一問題繼續
得到妥善處理，雙方能在相互尊重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基礎上，推動中韓關
係完全重回健康平穩發展的軌道，更好地
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促進地區和平穩定
與發展繁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空軍官方微博昨
日消息，中國空軍新聞發言人申進科大
校當日上午發佈消息說，中國空軍在前
日開展了例行性常態化體系遠洋訓練，
多架轟炸機、偵察機「繞島巡航」，錘
煉提升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能
力。
申進科大校是在空軍高中級幹部學習
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專題研討班上介紹
這一情況的。他說，前日開展的體系遠

洋訓練，空軍出動了轟-6K、蘇-30、
殲-11和偵察機、預警機、加油機等多型
多架戰機。轟-6K等戰機成體系飛越宮古
海峽、巴士海峽，實施了「繞島巡航」
等訓練課題，提升了遠洋機動能力，檢
驗了遠洋實戰能力。

訓練符合相關國際法
官方微博文章附圖顯示，轟-6K再次在

航訓過程中掛彈飛行，護航的多架戰機

也掛載飛彈。
中國空軍遠海遠洋訓練引起海內外廣

泛關注，針對近日輿論關切，申進科大
校回應表示，中共十九大勝利召開後，
空軍着眼提升新時代打贏能力，開展了
一系列遠海遠洋訓練，戰機航跡不斷遠
伸，體系能力越練越強；空軍開展遠海
遠洋訓練，符合相關國際法和國際實
踐，這是空軍的使命所在、職責所在、
擔當所在，合法、合理、合情，還要按
照既定計劃一如既往，飛得更遠更深。
消息指，中國空軍作為有效塑造態
勢、管控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的
重要力量，正在向全疆域作戰的現代化
戰略性軍種邁進。中國空軍牢記新時代
使命任務，在體系遠海遠洋訓練中拓展
戰略視野、保持戰略清醒、增強戰略憂
患，努力使戰略能力與維護戰略利益、
提供戰略支撐相適應。
消息引述東部戰區空軍司令員黃國顯

中將的話：「打贏能力是維護國家安全
的戰略能力。建設現代化戰略性軍種，
必須扭住能打仗、打勝仗這個關鍵。要
在常態化體系遠洋訓練和東海防空識別
區管控等軍事實踐中，強化憂患意識，
抓實備戰工作，提高打贏本領，做到一
旦有事能快速應對，堅決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空軍開展體系遠洋訓練 實施「繞島巡航」

■中國空軍於官方微博發佈了軍機「繞島巡航」的照片。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
報道，新德里當地時間11日，中國外
交部長王毅在新德里出席中俄印外長第
十五次會晤期間會見印度外長斯瓦拉
吉。王毅表示，中印關係正處於一個關
鍵時期，兩國之間最重要的還是要真正
培育起相互信任。
王毅表示，2017年中印關係總體保
持發展勢頭，雙方都為此作出了努力，
但並不令人滿意。印度邊防部隊越界造
成的洞朗事件使雙邊關係經受嚴重考
驗。此事最終通過外交手段予以和平解
決，體現了雙邊關係日趨成熟，但教訓
值得汲取，應避免再次發生。
中印是兩大文明古國和新興市場國

家，都肩負發展和振興的歷史使命，對
世界大勢和國際事務有着相同或相近看
法，理應成為天然的合作夥伴。兩國領
導人曾指出，中印雙方應視對方為機遇
而不是挑戰，是夥伴而不是對手。雙方
要切實將這些重要判斷落到實處，形成
更廣泛的共識，變成更具體的舉措，不
斷擴大雙邊關係的積極面，不斷積累兩
國交往的正能量。

恢復對話機制 管控雙方分歧
王毅表示，中印關係正處於一個關

鍵時期，兩國之間最重要的還是要真
正培育起相互信任。有了互信，具體
問題就有望在互諒互讓基礎上予以解
決，缺乏互信，個別問題就會不斷發
酵溢出，侵蝕雙邊關係大局。為此，
雙方要加強各層級戰略溝通，恢復已
建立的對話機制，深化各領域務實合
作，同時管控好存在的分歧，維護好
邊界地區的和平安寧。「中印用一個
聲音說話，世界都會聆聽」。希望這
一天能夠早日到來。
斯瓦拉吉表示，印度始終高度重視對

華關係，將其作為印度外交政策的重要
組成部分。作為兩大發展中國家，印中
關係的意義超越雙邊範疇，對地區乃至
世界均具有重要影響。在當前世界形勢
複雜多變的背景下，印中關係雖遇到一
些挑戰，但總體保持平穩發展。兩國通
過外交手段解決洞朗事件，充分體現了
雙方的政治智慧。印方始終認為，印中
之間的共同點遠遠大於分歧，兩國應加
強戰略溝通，增進戰略互信，絕不能讓
分歧演變成爭端，爭端演變成衝突。印
方願與中方恢復各項雙邊機制性安排，
推進各領域合作。同時管控好分歧，共
同維護邊界地區的和平安寧。只有印中
攜起手來，亞洲世紀才會真正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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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半
島核問題表示，我們希望所有有關各方能
夠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把對抗的局面轉
化為緩和的局勢。
有記者提問，韓國外長康京和昨日表
示，應與朝鮮建立有效溝通渠道，向其傳
遞國際社會促朝棄核的一致呼聲。國際社
會應在保持對朝壓力基礎上加大外交努力
促朝重回談判。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陸慷回應，中方鼓勵一切通過對話協

商和平解決半島問題的努力。事實上，
中韓在通過對話協商實現半島無核化、維
護半島和平穩定方面擁有共同利益，也持
相似的立場。我們也一向贊成並堅定支持
半島北南雙方通過對話改善相互關係，推
動和解合作，為緩和半島緊張局勢、維護
半島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我們希望
所有有關各方能夠相向而行，共同努力，
把對抗的局面轉化為緩和的局勢，為重
啟對話談判創造必要的條件和氛圍。」
陸慷說。

中方盼各方為重啟對話創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官方
昨日披露的一份文件顯示，未來三到五
年，中國計劃在遼寧、山東、浙江、福
建、海南等沿海省份重點推進100個左右海
島的海水淡化工程建設及升級改造，初步
規劃海水淡化能力達到每天60萬噸左右。
這份由國家發改委和國家海洋局聯合發

佈的《海島海水淡化工程實施方案》介
紹，目前，中國海島佔陸地面積的0.8%；
面積大於 500 平方米的有居民海島 489
個，其中一半以上海島依靠管道引水和船
舶運水保障用水，200餘個海島無本島淡
水儲存及供應設施，部分海島地下水超採
嚴重，導致海水倒灌、水質嚴重惡化。

料3年後成主要供水方式
根據方案設計，到2020年，海水淡化將

成為嚴重缺水海島地區主要供水方式之
一。
其中，在面積較大、常住人口在1,000
人以上的有居民海島或以旅遊業為主的海
島，建設以市政供水為主的大中型海水淡
化工程，逐步提高海島海水淡化水的市政
供水比例。在面積較小、人口分散、常住
人口1,000人以下的有居民海島和具有戰
略及旅遊價值的無居民海島，建設小型海
水淡化裝置，逐步形成以海水淡化為主要
供水方式的供水結構。

內地百餘海島將推海水淡化工程

■■文在寅在專訪中強調文在寅在專訪中強調，，韓國引進韓國引進
「「薩德薩德」」純粹出於防禦目的純粹出於防禦目的，，沒有損沒有損
害中國安全利益的意圖害中國安全利益的意圖。。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中國外交部長王
毅（右）在新德里
出席中俄印外長第
十五次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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