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當地
時間15日在美國費城出席2018
年賓大沃頓中美峰會時表示，中
美加強合作是兩國利益所在、責
任所在。
崔天凱在峰會上發表講話說，

中美即將迎來建交40周年，兩國
現在的選擇將決定今後幾十年中
美關係的走向，將決定這對關係
給未來中美兩國自身和世界帶來
什麼樣的影響。他說，過去40年
的歷史證明，儘管中美之間始終
存在這樣那樣的差異和分歧，但
保持一個總體合作的關係符合兩
國利益，有助於實現兩國雙贏。
崔天凱在講話中駁斥了質疑中

美合作共贏關係的一些雜音。他
說，美國同中國接觸和合作是出
於美國自身利益，不是做慈善。
在過去幾十年同中國的合作中，

美國的利益也確實得到了很好的
保障和促進。

「選擇貿戰對誰都沒好處」
崔天凱說，有美國人認為，在中

美經貿關係中美國吃虧了，這個觀
點也是站不住腳的。中美兩國貿易
額從尼克松總統訪華時的幾乎可以
忽略不計，發展到去年超過了
5,800億美元，雙向投資也在不斷
增加，這給中美兩國都帶來了巨大
利益。美國企業也從中國的發展中
獲得了巨大利益，贏得了市場份
額，得到了商業回報。他說，貿易
不平衡問題當然要解決，但是不能
找錯原因，更不能開錯藥方。貿易
戰絕對是錯誤的選擇，對誰都沒有
好處。中方的態度一是反對，二是
不怕。如果有人堅持要打貿易戰，
中方一定奉陪到底。
崔天凱還駁斥了「中國工人搶了

美國工人的工作」及攻擊中美之間
人文交流的一些錯誤觀點。他說：
「我希望美國的政治家和所謂的戰
略家們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不要走錯
方向，要作出正確的選擇。其實只
要我們始終把兩國人民的利益放在
首位，真正從兩國人民的利益出
發，這個選擇是顯而易見的，也是
不難作出的。」

習近平晤世界經濟論壇主席：
為解決全球性挑戰尋找現實可行方案

反對貿易保護有共識
時隔八年 中日舉行第四次經濟高層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16

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東京同日本

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持中日第四次經濟高層對

話。王毅表示，雙方應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共同推動建設開放型世

界經濟。河野太郎亦指出，面對保護主義抬頭，

應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自由貿易體制，

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處理貿易問題。

■■安倍晉三在東京會安倍晉三在東京會
見王毅見王毅。。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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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凱 新華社

據悉，第四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當日在東京舉行，標誌
着這一交流機制在中斷了8年之後重啟。而在此之前

中日兩國已分別於2007年、2009年、2010年進行過三次這
一級別的對話。

珍惜改善勢頭 堅持互利共贏
王毅在對話會上表示，在中日關係改善的大背景下，中日
經濟高層對話時隔8年後得以重啟。當前，中日經濟合作面
臨新的歷史條件和宏觀環境，站在新的起點上。雙方應從戰
略和務實兩個層面深入溝通，以增進理解、積累互信、促進
協調、推動合作。
王毅指出，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新形勢下，中

國將開啟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征程。我們將追求更高質量發
展，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加快推進「一
帶一路」建設。中日經貿合作面臨新的歷史機遇。雙方應珍
惜得來不易的改善勢頭，維護好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堅持
互利共贏、共同發展，致力於實現兩國經濟合作的提質升
級，重點聚焦節能環保、科技創新、高端製造、財政金融、
共享經濟、醫療養老等領域合作。雙方應推動「一帶一路」
合作取得成果，將其打造成兩國合作的新亮點。雙方應共同
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進行中日韓自貿區和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向着早日建成亞太自由貿易區的
目標不斷邁進。雙方應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共同維護多
邊貿易體制，共同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河野太郎表示，日中經濟合作是兩國關係的重要基礎和推動
力。在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之際，日中關係面臨全面
改善、穩定發展的機遇。面對兩國和世界經濟形勢的新變化，
日方願同中方以新的視角規劃拓展兩國經貿合作。日方高度重
視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發出的重要
信息。面對保護主義抬頭，應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自
由貿易體制，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處理貿易問題。
對話會上，中日兩國外交和財政經濟部門負責人圍繞宏觀
經濟政策、雙邊經濟合作與交流、中日第三方合作、東亞經
濟一體化與多邊合作等充分交換意見，達成一系列共識。

安倍會見王毅 聚焦「帶路」建設
此外，當地時間1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京會見中

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王毅表示，近年來兩國關係歷
經波折，各領域交流合作受到影響。首相先生去年以來多次
就改善中日關係發出積極信息，中方對此予以重視。希望在
雙方共同努力下，此次應邀訪日能夠成為兩國關係重回正常
軌道的重要一步。中方重視首相先生就「一帶一路」建設作
出的積極表態，日方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將為中日經濟合
作開闢新的空間。我們願同日方探討參與的適當方式和具體
途徑。雙方要加強溝通協調，反對保護主義，維護以世界貿
易組織為核心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安倍晉三表示，日方高度重視對華關係，願以日中和平友
好條約締結40周年為契機推動兩國關係全面改善，實現高
層交往，在戰略互惠關係框架下開展更廣泛的合作。日方高
度關注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宣
佈的中國擴大開放新舉措，相信將有利於促進日中經濟關
係。我十分期待並歡迎李克強總理赴日本出席中日韓領導人
會議並正式訪問日本。期待「一帶一路」建設能夠有利於地
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日本同樣重視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主
張按世貿組織規則處理經貿問題。雙方就朝鮮半島形勢等地
區問題交換了看法。

中日第四次
經濟高層對話
當地時間 16

日在日本舉行，中國國務委員兼
外長王毅出席會議並與日本外相
河野太郎共同主持對話會。分析
人士稱，這是中日時隔近8年重
啟經濟高層對話，尤其是在中日
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的特
殊年份舉行對話會，將對兩國關
係改善產生積極促進作用。
吉林大學國際問題專家王生

教授表示，王毅訪日是對現階
段中日關係發展的肯定和積極
回應，也意在通過訪問，表明

中方希望未來中日關係能朝着
有益雙邊關係正常發展的軌道
進行。從日本方面看，鑒於目
前中韓、中朝關係互動頻繁，
以及半島局勢趨向和緩，特別
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博
鰲亞洲論壇的國際影響力不斷
提升，作為亞洲重要國家，日
本不甘失去機會，冀通過改善
中日關係從中獲益。從長遠
看，無論日美關係如何發展，
中國市場對日本來說，永遠處
於至關重要的地位。從中國
看，美國特朗普政府近期不斷
向中國打出貿易、南海和印太

戰略等組合拳，未來有可能繼
續對中國發力。此時，中國希
望更好地通過改善與周邊國家
的關係，尤其改善中日關係，
達到緩解和減輕外部壓力的效
果。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

陳友駿認為，目前，中日正處於
關係轉圜的重要窗口期。日本國
內尤其是政界對於改善中日關係
呼聲持續放大。同時，日方正在
通過商界等多方渠道向中方傳達
改善關係的願望，應該說，這樣
的做法符合中日關係交往中的政
治邏輯。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
主席習近平昨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世界
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習近平表示，中
國同世界經濟論壇雙方要與時俱進，加
強合作，共同努力為世界經濟增長尋找
新動力，為解決全球性挑戰尋找現實可
行方案。
習近平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出現了

一些積極向好勢頭，但面臨的諸多問題
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我去年在達沃斯指
出的全球增長動能不足、全球經濟治理
滯後、全球發展失衡這三大根本性矛盾
仍然比較突出。近來，反全球化思潮和
保護主義情緒升溫，加劇了世界經濟中
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第四次工業革命方
興未艾，但也蘊含不少風險和挑戰。現
在世界上的問題這麼多，挑戰這麼多，
還是要通過平等協商，加強多邊合作來

應對。歷史一再證明，封閉最終只能走
進死胡同，只有開放合作，道路才能越
走越寬。大國在這方面承擔着重要而特
殊的責任。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願
同國際社會一道，在開放中合作、以合
作求共贏，為給世界帶來光明、穩定、
美好的前景發揮積極作用，作出更多建
設性貢獻。在前幾天剛結束的博鰲亞洲
論壇年會上，我宣佈了中國擴大開放的
一系列重大舉措。我們言必行，行必
果，因為這是我們對中國人民、世界人
民的莊嚴承諾。

施瓦布：40年與華合作感自豪
習近平表示，中國同世界經濟論壇的

合作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幾乎同步。雙
方要與時俱進，加強合作，共同努力為
世界經濟增長尋找新動力，為解決全球

性挑戰尋找現實可行方案。
施瓦布表示，習近平主席去年在世界

經濟論壇年會上的精彩演講至今令人難
忘，廣為世人稱道。您在博鰲亞洲論壇
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演講再次引起全
球關注，獲得廣泛讚譽。您倡導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主張構建開放型世界經
濟，在經濟全球化和多邊貿易體制面臨
挑戰之際，為世界各國合作發展指明了
前進方向，注入了強勁動力。世界經濟
論壇主張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
反對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世界經濟論
壇對過去40年來與中國的合作感到自
豪，願在支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促進創新發展等方面同中國加強長期合
作，為加強全球治理體系，推動解決世
界性問題共同作出努力。
楊潔篪、何立峰等參加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中國外交部昨日
舉行例行記者會，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回應中印
雙方近期互動頻繁時表示，雙邊合作大有可為。
有記者問道，一段時間以來，中印官方互動頻

繁。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
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與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
爾舉行了會談。此外兩國還舉行了第五次中印戰
略經濟對話，外交部副部長孔鉉佑本月早些時候
赴印磋商。上述互動是否說明中印關係升溫？
中方對中印關係現狀及未來發展有何看法？
華春瑩表示，今年以來，在兩國領導人引領

下，中印關係保持積極發展勢頭，各層級交往密
切，各領域合作取得不少新進展。上述互動充分
表明，中印兩國擁有廣泛共同利益，雙邊合作大
有可為。
她表示，中方重視發展對印關係，願同印方一

道努力，落實好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牢
牢堅持雙邊關係正確發展方向，更多積累正能
量，拓展新合作，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
展。

中日經濟高層對
話機制是2007年4
月時任中國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訪日期間與時任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共同商定啟動的。主要任務：一
是交流兩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
策，加深相互了解；二是協調跨部門經
濟合作事宜，探討合作中相互關切的重
大問題；三是加強在重大地區及國際經
濟問題上的政策溝通，促進兩國更廣領
域的合作。目前，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已
進行了三次，分別於 2007年 12月、
2009年6月和2010年8月在中日兩國輪
流舉行。三次對話依次由曾培炎副總理
（時任）同高村正彥外務大臣（時
任）、王岐山副總理（時任）同中曾根
弘文外務大臣（時任）、王岐山副總理
（時任）同岡田克也外務大臣（時任）
共同主持，相關經濟部門負責人參加。

■中國商務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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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層對話重啟 助力兩國關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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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美大使：

中美加強合作 兩國利益所在 中印官方互動頻繁
外交部：雙邊合作大有可為

■■中日舉行第四次經濟中日舉行第四次經濟
高層對話高層對話。。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會見世界經濟論習近平會見世界經濟論
壇主席施瓦布壇主席施瓦布。。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