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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峰會勢成新起點 全面規劃上合新藍圖

高揚「上海精神」風帆 互信互利合作共贏
上合組織成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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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驟雨 日間酷熱

戊戌年四月廿七 初八夏至 氣溫 27-33℃ 濕度 65-90%
港字第 24922 今日出紙 3 疊 6 大張 港售 8 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國家主席
習近平 9 日在青島國
際會議中心舉行宴
組織青島峰會的外方領導
人。會上，習近平發表致辭
說，讓我們以青島峰會為新
■ 習近平在青島國際會議中心舉
行宴會，
行宴會
，歡迎出席上海合作組織
青島峰會的外方領導人。
青島峰會的外方領導人
。 中新社

的起點，高揚「上海精神」
的風帆，共同開啟上海合作
組織發展新征程！

■ 習近平於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
會歡迎宴會上致祝酒辭。
會歡迎宴會上致祝酒辭
。 中新社

的青島，山青海秀，生機盎然。
位於黃海之濱的青島國際會議中
心，燈光璀璨，色彩繽紛，同海灣對岸的
城市夜景秀交相輝映，構成一幅絢麗多姿
的畫卷。
晚 7 時 10 分許，出席上海合作組織青島
峰會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觀察員國領
導人以及國際組織負責人相繼抵達。車隊
沿濱海大道依次前行，貴賓們沿着燈光紅
毯前往宴會廳，各國國旗和國際組織旗幟
一一投射在宴會廳正門上。道路兩側，熱
情洋溢的當地青少年，揮舞手中的國旗、
花球和熒光棒，跳起歡快的舞蹈，喜迎四

6月

方賓朋。
習近平同外方領導人在巨幅工筆畫《花
開盛世》前合影留念。
宴會廳內，張燈結綵，高朋滿座。在悠
揚的迎賓曲中，習近平同貴賓們共同步入
宴會廳。

儒家理念「上海精神」相通
習近平發表致辭，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
人民熱烈歡迎各國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
人。習近平指出，山東是孔子的故鄉和儒
家文化發祥地。儒家的「和合」理念同
「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處。「上海精

神」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
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強調求同存
異、合作共贏，在國際上獲得廣泛認同和
支持。在「上海精神」引領下，上海合作
組織不僅在安全、經濟、人文等合作領域
取得豐碩成果，在機制建設方面也邁出歷
史性步伐。如今，上海合作組織已成為維
護地區安全、促進共同發展、完善全球治
理的重要力量。
習近平強調，青島是著名的「帆船之
都」，許多船隻從這裡揚帆起航、追逐夢
想。明天，我們將在這裡舉行上海合作組
織擴員後的首次峰會，全面規劃本組織未

■《有朋自遠方來
有朋自遠方來》
》燈光焰火藝術表演在青島浮山灣海面
上舉行，
上舉行
，歡迎出席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的貴賓
歡迎出席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的貴賓。
。 中新社

來發展藍圖。讓我們以青島峰會為新起
點，高揚「上海精神」的風帆，共同開啟
上海合作組織發展新征程。
宴會在輕鬆融洽的氣氛中進行。習近平
同各國領導人親切交談，共同祝願本地區
各國發展繁榮、人民幸福安康，祝願上海
合作組織的明天更加美好，祝願青島峰會
圓滿成功。

共賞燈光焰火藝術表演
宴會後，習近平同貴賓們前往宴會廳外
觀景平台，觀看在浮山灣海面上演出的
《有朋自遠方來》燈光焰火藝術表演。
演出由《天涯明月》《齊風魯韻》
《國泰民安》《築夢未來》《命運共同
體》等篇章組成。晚會以展示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和觀察員國首都風景照片拉
開序幕。中國經典古曲旋律婉轉悠揚，
身着發光水袖的少女舞姿曼妙輕盈，營
造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美
好意境。造型各異的風箏牽引着情境變
化，山東省風景名勝和傳統文化一一呈
現，凸顯齊魯大地的悠久歷史和壯美山
川。中國山明水秀、百姓安居樂業的影
像，彰顯盛世中國的人文情懷，環幕上
各族人民的笑臉生動詮釋着中國人民正
在奮鬥追求幸福。星空中，宇航員通過
太空之旅探索宇宙奧秘，展現人類通過

科技創新共築未來的美好願景。伴隨着
振奮的音樂，姹紫嫣紅的焰火競相綻
放，照亮城市的夜空，環幕上和平鴿展
翅飛翔。焰火以四季作為主題。翠綠的
「春」描繪生機蓬勃的景象，火紅的
「夏」突出繁花絢爛的色彩，金黃的
「秋」傳達豐收的喜悅，雪白的「冬」
給夏日海濱帶來別樣清涼。晚會在《國
泰民安》優美旋律中落下帷幕。
丁薛祥、楊潔篪、王毅、趙克志、何立
峰等出席上述活動。

今將簽署發表青島宣言
按照本次峰會的議程安排，今天上午 9
時，成員國領導人參加的小範圍會談迎賓
儀式以及集體合影，習近平主席將在小範
圍會談中致開場白。10 時 50 分，4 個觀察
員國領導人，以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機
構負責人將進入會場並集體合影。大範圍
會談在 11 時開始，習近平主席將再次致開
場白。下午 1 時 25 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國領導人將共同簽署並發表青島宣言，批
准 10 餘份安全、經濟、人文等領域合作文
件。
外界關注，首次擴員後的上合組織峰會
將在打擊恐怖主義創造共同安全、維護國
際自由貿易秩序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發出強音。

習近平會見莫迪 持續增政治互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青島分別會見了
來出席上合組織青島峰會的外國領導
人。在會見首次作為上海合作組織正式
成員出席元首理事會會議的印度總理莫
迪時，習近平表示中方願同印方一道，
持續增進政治互信，全面開展互利合
作，推動中印關係更好更快更穩向前發
展。
在會見印度總理莫迪時，習近平指出，一
個多月前，我同總理先生在武漢成功舉行非
正式會晤，達成重要共識。兩國和國際社會
都對這次會晤予以積極評價，關注和支持中
印關係發展的積極氛圍正在形成。中方願同
印方一道，以武漢會晤為新起點，持續增進
政治互信，全面開展互利合作，推動中印關
係更好更快更穩向前發展。
習近平強調，中印在落實武漢會晤共識
方面已經取得不少早期收穫。雙方要再接
再厲，加緊落實，保持戰略溝通，拓展經
貿合作，推進人文交流，加強國際和地區
事務協調合作。中方願同印度等成員國一
道，共同弘揚「上海精神」，推動上海合
作組織健康穩定發展。
莫迪表示，不久前我同習主席在武漢的

非正式會晤非常成功，也非常重要，進一
步堅定了我對發展印中關係的信心，必將
成為印中關係史上的里程碑。印度作為新
成員，願在上海合作組織中發揮積極作
用，支持中方成功舉辦青島峰會。會見
後，習近平和莫迪共同見證了有關雙邊合
作文件的簽署。

■ 習近平在青島會見
侯賽因。
侯賽因
。
新華社

天涯明月 連接古今 傳遞美好

上合青島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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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遠方來
有朋自遠方來》
》燈光
焰火藝術表演。 新華社
焰火藝術表演。

6 月 9 日 ， 天公
作美，
作美
，霧氣籠罩數
日的青島終於迎來
雲開霧散、
雲開霧散
、晚霞再
現，讓一場完美的
光焰晚會得以上
演。
當晚21
當晚
21時
時，伴隨
着《梅花三弄
梅花三弄》
》的
音樂，
音樂
，一輪明月緩
緩從波光粼粼的海
面上升起，
面上升起
，倒映在海面上
倒映在海面上，
，海天一色
海天一色，
，如詩
如畫。
如畫
。知名舞蹈演員駱文博如月中嫦娥仙子
般，揮舞着水袖
揮舞着水袖，
，以一支名為
以一支名為《
《天涯明月
天涯明月》
》
的舞蹈，
的舞蹈
，拉開了上合峰會燈光焰火藝術表演
《有朋自遠方來
有朋自遠方來》
》的序幕
的序幕。
。駱文博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採訪時說，
港文匯報採訪時說
，天涯不遠
天涯不遠，
，明月長在
明月長在，
，
她的表演和其他篇章一道連接古今，
她的表演和其他篇章一道連接古今
，旨在向
外界傳遞出開放、
外界傳遞出開放
、合作
合作、
、友好
友好、
、共榮的美好
主題。
主題
。

古典現代完美結合

駱文博的水袖看來飄逸靈動，與現代科技
駱文博的水袖看來飄逸靈動，
的燈光大背景渾然一體，
的燈光大背景渾然一體
，展現了古典與現代
科技的完美結合。
科技的完美結合
。不過
不過，
，她向記者透露了一
個小秘密。
個小秘密
。她的水袖上佈滿了密密麻麻的發
光的燈線，
光的燈線
，再加上海風和潮濕
再加上海風和潮濕，
，其實非常
重，在表演時必須要克服這一困難
在表演時必須要克服這一困難。
。
駱文博曾在二十國集團（
駱文博曾在二十國集團
（G20）
20）杭州峰會
的文藝演出中，
的文藝演出中
，以西湖為台
以西湖為台、
、以星光為幕
以星光為幕，
，
演繹了一段膾炙人口的淒美愛情故事《
演繹了一段膾炙人口的淒美愛情故事
《美麗
的愛情傳說》。
的愛情傳說
》。她說
她說，
，非常榮幸能有機會第
二次參加大型國際峰會的表演活動，
二次參加大型國際峰會的表演活動
，向世界
展現中國人對藝術的追求與意境。
展現中國人對藝術的追求與意境
。

■ 習近平昨日在青島會見莫迪
習近平昨日在青島會見莫迪。
。

合作貫穿造型設計
作為北京奧運會形象總設計師、G20
作為北京奧運會形象總設計師、
20杭州
杭州
峰會化妝造型總設計師以及平昌冬奧會「
峰會化妝造型總設計師以及平昌冬奧會
「北
京八分鐘」
京八分鐘
」的造型總設計師
的造型總設計師，
，擔綱本場演出
的造型總設計師易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的造型總設計師易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
合作是此次造型設計貫穿始終的主題。
合作是此次造型設計貫穿始終的主題
。
「我們從一接到任務就確定了這種設計方
向，使用了很多線條來表現
使用了很多線條來表現，
，演員
演員、
、燈光
燈光、
、
舞台、背景等人物和道具都是一條條
『線』，
』，這些
這些『
『線』在視覺上的合而為一
在視覺上的合而為一，
，
也就呈現出了合作的內涵。」
也就呈現出了合作的內涵
。」

張藝謀擔任總導演
易茗表示，
易茗表示
，山東人好客的精神風貌也同樣
是造型中的重要元素。此次參演的 100
是造型中的重要元素。
100多名
多名
演員中絕大部分都是山東人，
演員中絕大部分都是山東人
，通過其表演
通過其表演，
，
將山東風格、
將山東風格
、青島特色用
青島特色用「
「世界方式
世界方式」
」表達
出來，
出來
，呈現中國氣派
呈現中國氣派，
，彰顯山東
彰顯山東、
、青島的包
容、開放和青春活力
開放和青春活力。
。
燈光焰火藝術表演《
燈光焰火藝術表演
《有朋自遠方來》
有朋自遠方來》總導
演為張藝謀。
演為張藝謀
。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葛沖
、楊奕霞
楊奕霞、
、丁春麗 青島報道

新華社

共建「帶路」成中塔合作主線
在會見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時，習
近平指出，共建「一帶一路」已經成為
中塔合作的主線。下階段，雙方要推動
貿易平衡發展，深化金融和投資合作，
擴大互聯互通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在
安全領域繼續深化打擊「三股勢力」和
跨國有組織犯罪。

拉赫蒙表示，塔吉克斯坦願將塔 2030 年
前國家發展戰略同「一帶一路」倡議對
接，拓展兩國基礎設施、農業、科技等領
域合作。塔方贊同，當前國際形勢越是複
雜變化，我們越要弘揚「上海精神」。

中願與烏發展全天候友誼
在會見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
時，習近平指出，中烏是安危與共的好鄰

居、真誠互信的好朋友、合作共贏的好夥
伴，中方願在國家改革振興道路上同烏方
發展全天候友誼，實現共同繁榮。
米爾濟約耶夫表示，當前烏中關係全面
發展並達到歷史最好水平，烏茲別克斯坦
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堅決支持中國打
擊「三股勢力」的努力，願深化同中國在
「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務實合作，加強在
本地區事務中溝通協調。

提升蒙方同上合關係水平
習近平強調，下階段，中俄蒙
三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和戰略協
作，尊重各自核心利益，照顧彼

中
俄

此重大關切，在國際和地區事務
中加強協調和配合，從政治上把
握好三方合作大方向。要以推動
重點合作事項為龍頭，帶動全面
合作，圍繞落實《建設中蒙俄經
濟走廊規劃綱要》，着力推動經
濟走廊建設，積極探討基礎設施
互聯互通等領域合作，推進三國
毗鄰地區次區域合作。要擴大在
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協調和配
合，提升蒙方同上海合作組織關
係水平，歡迎蒙方更加深入參與
上海合作組織合作。
普京表示，俄中蒙深化合作很
重要。很高興俄中蒙三方合作正
穩步推進。俄方贊同加強三方交
通運輸、基礎設施、海關和旅遊
等合作，便利貿易和人員往來。
三國應當更加密切人文交流。
巴特圖勒嘎表示，與中、俄兩
個永遠的鄰國發展友好合作是蒙
古國首要方針。蒙方願同中、俄
共同努力，落實三方合作共識，
盡快啟動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
推進基礎設施、能源運輸等合
作。

■ 6 月 9 日至 10 日，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在山東青島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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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在青島舉行的《
《有朋自遠方來
有朋自遠方來》
》燈光焰火藝術表演
燈光焰火藝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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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楊奕霞 青島報道）香港文匯報記
者從青島市商務局獲悉，6月15日
至18日，青島市政府將聯合上海合
作組織實業家委員會舉辦「上海合
作組織國家進口商品展」。
目前，包括印度、哈薩克斯
坦、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
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
斯坦、白俄羅斯、伊朗、蒙古
國、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柬埔
寨等 17 個國家確認參展，展品主
要為上合組織相關國家的特色產

品，以及食品、禮品、工藝品、
旅遊產品、創意產品、家居日用
品、消費品、農產品等。此次展
覽將在青島嶗山區的金獅廣場舉
行 ， 展 覽 面 積 達 到 1,000 平 方
米，青島市民不出國門就能買到
上合相關國家特色商品。
展會期間還將同步舉辦上海合
作組織國家文化旅遊推介會、特
色產品品鑒會、企業產品推介等
活動，並邀請青島主要商場超
市、國際貿易公司、跨境電商企
業等參加採購洽談會。

為了迎接
參加上合青
島峰會的與
會嘉賓，青島各大酒店也都做好
充足準備。記者採訪獲悉，所有
酒店房間裡都為嘉賓準備了一套
特別禮物——為此次峰會特製的
明信片，希望將青島的如畫美景
帶往各國。
此套明信片共分五個系列：海

色、城韻、山光、建築、夜色，選
載了紅瓦綠樹、碧海藍天、歐陸韻
致、高築林立的青島獨特海城風
景。此次迎接上合峰會的「網紅夜
景」也納入其中，只見夜色闌珊，
霓虹輝映，萬家燈火，波光瀲灩。
讓嘉賓得以感受到「海上生明月，
岸邊湧潮聲」的如夢美景。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奕霞、丁春麗 青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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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青島峰會安排
6月9日
19:45

歡迎宴會，習近平主席致辭

21:00-21:30 燈光焰火藝術表演
6月10日
9:00

小範圍會談迎賓儀式、集體
合影
成員國領導人小範圍會談，
習近平主席致開場白

特製明信片 美景贈來賓
*(

國

哈薩克斯坦

上合國家商品展 本月中旬薈青島

中巴成新型國際關係範例
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侯賽因時，習近
平祝賀巴基斯坦首次以正式成員身份參
加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習近平指出，中
巴全天候戰略合作不僅是中巴兩國寶貴
財富，也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提供了範
例。中方高度重視中巴關係，願同巴方
密切高層交往和戰略溝通，穩步推進中
巴經濟走廊建設以及「一帶一路」框架
下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等領域合作，提
升反恐安全合作水平，推動兩國關係得
到更大發展。
侯賽因表示，巴方恪守一個中國政策，
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在國際和地區問
題上密切協調。巴基斯坦支持中國在國際
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相信這對維護全球
安全和穩定至關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同
俄羅斯總統普京、蒙古國總統巴
特圖勒嘎在青島舉行中俄蒙三國
元首第四次會晤。習近平主持會
晤。三國元首全面總結三方合作
進展和成果，共同規劃下一階段
優先任務和方向。
習近平指出，中俄蒙三國元首
舉行首次會晤 3 年多來，三國圍
繞中方「一帶一路」建設、俄方
發展戰略特別是跨歐亞大通道建
設、蒙方「發展之路」倡議相互
對接這條主線，依託互為鄰國的
地緣優勢，取得階段性成果。中
俄蒙三國毗鄰而居，開展合作有
天然優勢和良好基礎。在經濟全
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入推進
的今天，三方要合力走出互利共
贏、融合發展的普惠之路，塑造
鄰國之間的合作典範。

8個成員國：

10:50-10:55 大範圍會談迎賓儀式、集體
合影
11:00

成員國、觀察員國領導人及
國際組織負責人大範圍會
談，習近平主席致開場白

13:25-13:45 成員國領導人舉行領導人簽
字儀式並共同會見記者
根據央視報道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