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31日，連接肯尼亞東部港口城市
蒙巴薩與首都內羅畢的「中國造」蒙內鐵路迎來了開通一周年慶
典。圖為演員們表演舞蹈慶祝。 新華社

喜 迎 一 歲

「16+1合作」是中歐關係有益補充

習近平向上合首屆媒體峰會致賀信
上合各國新聞事務部門及媒體負責人出席 簽系列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 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辦的上海合作組織首屆媒體峰會昨日在

北京開幕。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峰會致賀信，表示相信峰會將

為凝聚組織力量發揮積極作用。本次峰會以「弘揚上海精神 開啟媒體合作新時

代」為主題，發佈了《上海合作組織首屆媒體峰會關於加強媒體交流合作的倡

議》，簽署了一系列媒體交流合作協議和備忘錄。來自上合組織各國的新聞事務

部門和主流媒體負責人及有關方面代表共260餘人出席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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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孟企業聯合體簽孟國鐵路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當地時間5月 31
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
柏林同德國外長馬斯共同會見記者。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有記者提問歐盟
和德國對「16+1合作」仍有一些不
同聲音和看法，王毅有針對性地闡明
中方立場，表示中方將「16+1合
作」視為中國同歐洲關係的組成部分
和有益補充。

歐盟分化不符中國利益
王毅指出，中方始終堅定支持歐洲

一體化進程，希望看到一個更加團結、穩定和繁
榮的歐盟。中歐都是多極化的支持者、世界穩定
的維護者、自由貿易的倡導者，我們已互為重要
貿易夥伴，相互利益日趨融合，歐盟的弱化和分
化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也不是中方希望看到
的。
王毅表示，「16+1合作」是中國同中東歐16

個國家自主自願創建的一個跨區域合作平台，已
成為中國同歐洲關係的組成部分和有益補充。開
展「16+1合作」，既有利於發揮中方同中東歐國
家的互補優勢，也有利於歐洲縮小內部差距，實
現歐洲的均衡發展。時間會證明，「16+1合作」
可以為歐洲加快一體化進程提供助力。

擬邀歐盟代表出席會晤
為了體現「16+1合作」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中方始終堅持在中歐關係和歐盟有關法律法規的
框架下開展同中東歐國家的合作。歷屆「16+1」
領導人會晤都明確傳達了支持歐洲一體化的信
息，成果文件也都明確提出開展合作要遵守歐盟

法規。歐盟代表也多次受邀出席「16+1」框架下
的重要活動。中方正積極考慮邀請歐盟和成員國
代表出席新一輪「16+1」領導人會晤，共商發展
合作大計。
王毅表示，德國和中東歐國家有着密切聯繫，

我們正在積極考慮同德方在中東歐地區開展三方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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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由中國鐵路設計集團有限公
司參與的中孟企業聯合體與孟加
拉國鐵路局於當地時間5月31日
在孟首都達卡簽署合同，前者將
負責達卡至該國最大港口城市吉
大港高速鐵路項目的可行性研究
及詳細設計。
孟加拉國鐵道部長穆吉布．哈

克以及中孟雙方代表出席簽約儀
式。據介紹，達卡至吉大港高速
鐵路全長約230公里，預期運營
時速 200 公里，擬採用標準軌

距。項目執行機構為孟加拉國鐵
路局，該機構負責孟加拉國全國
鐵路的運營、管理和建設。
去年12月，孟加拉國鐵路局進

行國際公開招標，啟動達卡至吉
大港高速鐵路的可行性研究及詳
細設計工作。今年1月，中國鐵路
設計集團與孟加拉國本地公司組
成聯合體，參與項目投標，並於4
月以綜合排名第一的成績中標。
中國鐵路設計集團總部位於天

津，是中國鐵路總公司下屬設計
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 美媒周三報道美國政府
計劃收緊部分中國留學生簽證，不過，據
鳳凰衛視報道，當地時間5月31日，美國
國務院公共事務部國際媒體總監表示，美
國對中國公民的各項簽證政策都沒有改
變，中國學生赴美仍然獲得最長5年的有
效簽證，強調歡迎愈來愈多的中國公民訪
問美國。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在昨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注意到
有關報道，對美方澄清表示歡迎。
華春瑩續指，人員往來是促進中美兩國
間各領域交流與合作的基礎。中美簽證便
利化是對等互惠的事情，符合兩國人民共
同利益。中美雙方應採取更加積極的措
施，使兩國人員往來更加便利，進而為兩

國各領城交流合作創造更好的條件。

美官員指留學生簽證仍為5年
據鳳凰衛視報道，當地時間31日，美國

國務院公共事務部國際媒體總監包日強表
示，美國對中國發放的旅遊和商務簽證最
長有效期仍為10年，學生簽證仍為5年。
包日強指出，與其他國家一樣，簽證政策
的設計是基於保障美國國家利益，但這些
政策沒有改變，美國希望有更多中國人來
學習和旅遊。
有美媒此前報道稱，美國政府將對涉及

機械人、航空和高科技製造業專業的中國
留學生的簽證期限從5年縮短到1年，新規
將於6月11日生效。

美澄清對華簽證政策沒變
中方表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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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東部和南部非洲宏觀經濟與
金融管理研究所負責人當地時間
5月31日在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
表示，在該研究所日前舉行的研
討會上，與會非洲國家的央行和
財政部官員建議區域內國家考慮
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並擴大
人民幣使用範圍。
共有來自14個非洲國家的央

行和財政部官員5月29日至30
日在哈拉雷出席由該研究所舉辦

的研討會。研究所執行主席凱萊
布．豐丹加表示，與會官員認
為，目前區域內大多數國家的儲
備貨幣仍以美元和歐元為主，但
這一構成未跟上世界經濟變化的
步伐。「尤其是考慮到中國在全
球經濟中所佔比重日益增加，以
及中國已成為區域內國家重要貿
易夥伴，將人民幣納入儲備貨幣
對我們是有利的。」不少官員表
示希望獲得更多與人民幣相關的
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 意大利技術政府候
任總理科塔雷利5月31日向馬塔雷拉
總統提交退出組閣任務請求。孔特被
重新任命為總理，並向總統提交內閣
名單，新政府昨日宣誓就職。據新華
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願同意大利新
政府一道，推動中意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取得新進展。
華春瑩說，中國和意大利是傳統友

好國家。中方樂見一個政治社會穩
定、經濟繁榮的意大利。
她表示，當前，兩國關係發展勢頭

良好，各領域務實合作成果豐碩。中
方願同意新政府一道，繼續致力於鞏
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
推動中意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取得新進
展。

香港文匯報訊 就即將於6月9日
至10日在中國青島舉行的上海合
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
會議，德國中亞問題專家、波恩大
學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員恩瑞可．費
爾茲博士（Dr. Enrico Fels）近日
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表示，在當前
時代背景下，上合組織通過合作增
強了中亞和南亞等地區的穩定性，
其對相關地區具有十分顯著的意
義。
恩瑞可．費爾茲博士現為波恩大

學全球研究中心「安全和外交」研
究小組負責人。早在5年前，他就
在德國媒體上作出「上合組織的意
義不容低估」的論斷。

實現中亞協同反恐
在他看來，由於上合組織這一機

制能夠將中亞和南亞等地區及其周
邊主要大國聚集到一起，「這樣一
來，相關國家不僅能夠共同去平衡
各自利益，還可就重要地區議題交
換看法，並且合作開展項目。」
恩瑞可．費爾茲此前曾表示，很

長時間以來，上合組織對中俄關係
積極發展發揮的重要作用在西方沒
有得到重視。「比如，在這個組織
以及其前身的框架內，該地區邊界
問題的解決獲得進展，各國還實現
了在中亞地區協同一致打擊恐怖主
義。」
「在當前時代背景下，上合組織

通過上述合作增強了中亞和南亞等
地區的穩定性。」恩瑞可．費爾茲
表示，在這一意義上，上合組織將
印度和巴基斯坦納入其中亦是該組
織發展過程中的積極一步。

「與此同時，重要的是還要在峰會發
表宣言和領導人發表講話之後湧現出更
多的實質性項目。」恩瑞可．費爾茲認
為，上合組織未來應該獲得更多的資金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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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多國官員倡將人幣列儲備貨幣

開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
長黃坤明在開幕式上宣讀習近平主席賀信

並發表主旨演講。
習近平在賀信中表示，值此上海合作組織首
屆媒體峰會開幕之際，我謹表示熱烈的祝賀！
向遠道而來的各國新聞界朋友們表示誠摯的歡
迎！

凝聚組織力量 發揮積極作用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社會信息化迅猛發
展，媒體在推動各國人民心靈相通方面發揮着越
來越重要的作用。一年前，我提議舉辦上海合作
組織首屆媒體峰會，就是為了促進上海合作組織

人文領域交流合作。相信這次峰會將為凝聚組織
力量發揮積極作用。

弘揚「上海精神」 傳播人民友好
習近平表示，媒體作為上海合作組織各國開展

交流合作、促進民心相通的重要橋樑，要努力做
「上海精神」的弘揚者、務實合作的開拓者、人
民友好的傳播者。中國堅定支持上海合作組織發
展，願同各方攜手前行，建設更加緊密的地區命
運共同體，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預祝上海合作組織首屆媒體峰會取得圓

滿成功。
上合組織秘書長阿利莫夫在開幕式上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