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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5點建議促進組織發展 設300億貸款助共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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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成果豐碩 外媒讚譽有加
俄羅斯塔斯社

中國在推動地區間合作，推動上合在多領域發揮更
大作用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認為上合越來越
具有世界性的意義，成員國之間會在這一框架內開
展更為廣泛的合作。

印度國家電視台

開闢了全天的特別節目，全程直播青島峰會，並且
全程直播了習近平主席在歡迎宴會上的致辭以及當
晚的燈光焰火藝術表演。從主播和嘉賓口中可以頻
頻聽到對青島這個城市的溢美之詞。

巴基斯坦《新聞報》

「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
元文明、共同發展為宗旨，所蘊含的價值觀隨着時
代的演變而得到成員國的支持，為其發展注入了不
竭動力，為構建人類共同未來的新型國際關係和社
區提供了有益的實踐。

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

如果說安全合作已經成功促進了上合組織的崛起，
那麼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帶動下，經濟合作將
成為制定新路線的基礎，影響力勢必得到大幅提
升。

德國《新德意志報》

隨着2017年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為成員國，上合獲
得了全球影響力。

資料來源：中新社

主持小範圍會談習近平提4點建議
1. 弘揚「上海精神」加強團結協作

要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
謀求共同發展，要深化團結互信，加大相互支持，
把擴員帶來的潛力和機遇轉化為更多實實在在的合
作成果。

2. 推進安全合作 攜手應對挑戰

要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統籌
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有效打擊「三股勢
力」，切實維護地區和平、安全、穩定。

3. 深化務實合作 促進共同發展

要在產業協調、市場融合、技術交流等方面邁出更大
步伐。要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基礎設施建
設、互聯互通、產業園區、科技創新等領域交流合
作，分享歐亞大陸巨大發展機遇。要發出支持貿易自
由化便利化的共同聲音，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制。

4. 發揮積極影響 展現國際擔當

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
秩序和國際體系，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
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要堅持政治外交解決熱
點問題。

資料來源：新華社

國家主席習近平前晚在宴會廳與出
席峰會的外方領導人有一張集體合
影，背景則是巨幅工筆畫《花開盛

世》。中國文聯副主席、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潘魯生教
授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幅畫作由山東菏澤巨野5位農
民畫家聯袂主創，並與10位農民畫家合作完成，可謂農民
畫登上了外交大舞台。《花開盛世》以國花牡丹為素材，

以「禮」「樂」「和」三大主題中的「樂」為定位，寓意
樂天地和，百花開而世繁榮。
菏澤是中國牡丹之鄉，此次牡丹元素亦在峰會「綻放」。

新聞中心，來自菏澤的曹州麵塑傳承人穆緒建用手捏出了
惟妙惟肖的牡丹花，而50盆牡丹鮮花更令新聞中心花香四
溢。在青島國際會議中心門口，亦有很多盆牡丹花綻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楊奕霞 青島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6月9日至10日，上海峰會在美麗
的海濱城市青島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主持上海
合作組織青島峰會大範圍會談時，發表題為《弘揚
「上海精神」 構建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對
此，央視發表快評指，習主席的講話賦予了「上海
精神」新的時代內涵，為新起點的上合組織提供了
科學的行動指南，也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打造人
類命運共同體再次貢獻了「中國智慧」，贏得了廣
泛讚賞和共鳴。
快評指，當今世界正面臨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繼續保持上合組織的旺盛生命力和合作動力，關鍵
仍在於踐行「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
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一如習主
席在講話中所指出，「上海精神」是我們共同的財
富，上海合作組織是我們共同的家園。凝聚團結互
信的強大力量，築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礎，打造共

同發展繁榮的強勁引擎，拉緊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
紐帶，共同拓展國際合作的夥伴網絡──習主席把
握時代大勢所提出的五點建議，為上合大家庭攜手
邁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
清潔美麗的世界指明了方向。
快評認為，青島見證了中國的思想力，更見證了

中國的行動力。習主席在講話中宣佈了一系列具體
措施，從設立300億元人民幣等值專項貸款到建設
中國－上合組織地方經貿合作示範區，從繼續舉行
「和平使命」等聯合反恐演習到中方為各方培訓數
千名人員，中國貢獻為上合新發展注入了強勁動
力。
快評最後指出，要繼續高揚「上海精神」的風
帆，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新型國家
關係，為各國人民謀福祉，為世界發展增動力，推
進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榮。

這幾天，三場世界級的峰會接踵上
演：8日、9日，七國集團首腦峰會
（G7）在加拿大召開；9號、10號，

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舉行；明日，一波三折的美朝首腦
會談又將在新加坡登場。外交峰會上的一場場折衝樽俎、
唇槍舌戰，正帶動世界政經格局發生變化。

在8日的G7峰會上，特朗普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還
未開會就已吵得不可開交。此前，美國宣佈結束對歐盟鋼鋁高關稅臨時
豁免，並從本月1日開始對歐盟以及加拿大等盟友的鋼鋁產品分別徵收高
達25%和10%關稅，加法兩國為此痛批美國「霸權主義」，但特朗普卻
反指加法「傷害」美國農民，「扼殺」美國農業。

歐美暗流湧動 上合一派祥和
當然，歐加等其他發達經濟體內部間也並非鐵板一塊。全球經濟不

景氣，歐洲國家孤立主義亦有所抬頭，英國「脫歐」就是其中的一個
明證。與此同時，國際政治領域亦是暗流湧動。美歐對俄羅斯的制裁
一直沒有鬆綁，美俄歐持續對立。早前，美國又突然宣佈退出伊朗核
協議，朝鮮半島局勢在美國的攪動下也是忽明忽暗，像坐過山車一樣
驚險刺激。即將舉行的「特金會」，無疑會對地區局勢乃至全球發展
帶來或好或壞的影響。
剛剛閉幕的上合青島峰會，是擴員後的首次峰會，各成員國達成了青島

宣言、貿易便利化等一系列政治、經濟、安全、人文等領域的協議和共
識。在外媒看來，從中俄親密互動，到印巴同台，再到伊朗總統來華……
上合峰會框架下的每一個議程，指向的都是同一個關鍵詞：合作。

合作則共贏，分裂則皆輸。與其處處吵架碰壁，大打貿易戰，玩花
招搞單邊主義，不如坐下來求同存異，從多個方面推進合作，共同做
大蛋糕。全球化時代早已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歷史的車輪滾滾向
前，時代潮流勢不可擋。多極化是世界大勢所趨，合作共贏，共同攜
手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方是唯一正確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青島報道）國家主
席習近平昨日對構建上合

命運共同體提出五點建議，中國國際問題研
究院常務副院長阮宗澤向香港文匯報指出，
這五點建議概括起來分別是發展觀、安全
觀、合作觀、文明觀和全球治理觀，其實質
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線圖。
這位專家認為，上合組織是一個新型的區

域合作組織，過去十多年間的實踐正是在朝
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探索，而五點建
議對上合過去和未來給予了高度評價，突出
了其新型區域合作組織的特點，指出了其與
過去那些聯盟體系和小團體是不一樣的，並
有着本質的區別和鮮明的特點，這種本質區
別和特點就在於其具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觀、
安全觀、合作觀、文明觀、治理觀。

料未來會有更多國家加入
對於上合組織的未來發展，阮宗澤指出，

上合組織的影響力和吸引力正不斷增加，除
印巴加入外，同時，上合還有觀察員國、對
話夥伴，相信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國家加入進
來。更多國家選擇加入表明上合能在安全、
發展等方面為這些國家提供更好選擇，而這
也恰恰是上合的生命力和動力所在。
阮宗澤判斷，今後，特別此次青島峰會之

後，上合組織在國際事務和地區事務上的發
言權會越來越大。以前，上合更注重內部建
設，但是現在進入新的階段以後，上合相信
將會針對重大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更多地表達
自己的看法和上合的立場，並以此來提升其
在國際事務當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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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當今世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

然存在，但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方向發展的呼聲不容忽視，國際關

係民主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儘管各種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不斷

湧現，但捍衛和平的力量終將戰勝破壞

和平的勢力，安全穩定是人心所向。

儘管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逆全

球化思潮不斷有新的表現，但「地球

村」的世界決定了各國日益利益交融、

命運與共，合作共贏是大勢所趨。

儘管文明衝突、文明優越等論調不時

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樣性是人類進步的

不竭動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是各國人

民共同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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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發表題為《弘揚「上海精
神」 構建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

中指出，上海合作組織成立17年來，取
得了重大成就，構建起不結盟、不對
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建設性夥伴關係。
這是國際關係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
開創了區域合作新模式，為地區和平與
發展作出了新貢獻，已經成為促進世界
和平與發展、維護國際公平正義不可忽
視的重要力量。

倡導「五觀」理念 共建包容世界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國際關係民主
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安全穩定
是人心所向，合作共贏是大勢所趨，不同
文明交流互鑒是各國人民共同願望。我們
要進一步弘揚「上海精神」，提倡創新、
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觀，踐行

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秉
持開放、融通、互利、共贏的合作觀，樹
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堅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破解時代
難題，化解風險挑戰。
習近平強調，「上海精神」是我們共

同的財富，上海合作組織是我們共同的
家園。我們要繼續在「上海精神」指引
下，同舟共濟，精誠合作，齊心協力構
建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
新型國際關係，攜手邁向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
麗的世界。

強化安全合作「共享」風雲衛星
第一，凝聚團結互信的強大力量。我們

要尊重各自選擇的發展道路，兼顧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不斷增強組織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
第二，築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礎。我們

要強化防務安全、執法安全、信息安全合
作，促進阿富汗和平重建進程。未來3
年，中方願為各方培訓 2,000 名執法人
員，強化執法能力建設。
第三，打造共同發展繁榮的強勁引擎。

我們要促進發展戰略對接，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加快地區貿易便利化進程。中
方將在上海合作組織銀行聯合體框架內設
立300億元人民幣等值專項貸款。
第四，拉緊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紐帶。

我們要扎實推進教育、科技、文化、旅
遊、衛生、減災、媒體、環保、青少年等
領域交流合作。未來3年，中方將為各成
員國提供 3,000 個人力資源開發培訓名
額，願利用風雲二號氣象衛星為各方提供
氣象服務。

第五，共同拓展國際合作的夥伴網
絡。我們要強化同觀察員國、對話夥伴
等地區國家交流合作，密切同聯合國等
國際和地區組織的夥伴關係，同國際金
融機構開展對話，為推動化解熱點問
題、完善全球治理作出貢獻。
習近平最後強調，中方願同各成員國一
道，本着積極務實、友好合作的精神，全
面落實本次會議的共識，支持下一任主席
國吉爾吉斯斯坦的工作。

各方歡迎「帶路」發展多邊貿易
印度總理莫迪、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

爾巴耶夫、吉爾吉斯斯坦總統熱恩別科
夫、巴基斯坦總統侯賽因、俄羅斯總統
普京、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烏茲別
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上海合作組
織秘書長阿利莫夫、上海合作組織地區

反恐怖機構執委會主任瑟索耶夫，阿富
汗總統加尼、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伊朗總統魯哈尼、蒙古國總統巴特圖勒
嘎，聯合國常務副秘書長阿明娜先後發
言。各方一致表示，將繼續遵循「上海
精神」，不斷鞏固政治、安全、經濟、
人文等領域務實合作，完善全球經濟治
理體系，鞏固和發展多邊貿易體制，在
國際法準則框架內解決地區熱點問題，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
路」倡議再次受到了廣泛歡迎和支持。
會議發表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

理事會會議新聞公報》、《上海合作組織
成員國元首關於貿易便利化的聯合聲
明》、《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致青年
共同寄語》、《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
關於在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共同應對流行病
威脅的聲明》。

香港文匯報訊 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十八次會議10日在青島

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據新

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強調，要進一步弘揚「上海

精神」，破解時代難題，化解風險

挑戰。要繼續在「上海精神」指

引下，齊心協力構建上海合作組

織命運共同體，攜手邁向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

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領導人昨日在中國青島舉行元
首理事會會議，並發表《上海合作組織成
員國元首理事會青島宣言》。成員國反對
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
宣言表示，成員國認為世界貿易組織是討論

國際貿易議題、制定多邊貿易規則的重要平
台，支持共同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不斷鞏固
開放、包容、透明、非歧視、以規則為基礎的
多邊貿易體制，維護世貿組織規則的權威性和
有效性，反對國際貿易關係的碎片化和任何形
式的貿易保護主義。
成員國將加強在上合組織銀聯體、亞洲基

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
中國－歐亞經濟合作基金等本地區現有多邊

銀行和金融機構框架下的合作，為本組織合
作項目提供融資保障。

主張協商解決半島問題
成員國強調，通過新建和升級國際交通線

路中的路段，建設多式聯運物流中心，簡化
和協調貨物通關時邊境、海關和檢疫程序，
落實基礎設施合作項目等方式，發展交通、
擴大過境運輸潛力和區域交通運輸潛能等領
域的多邊合作十分重要。
成員國主張只能通過對話協商以政治外

交方式解決朝鮮半島問題，支持包括中國
和俄羅斯在內的國際社會為緩和朝鮮半島
局勢、促進半島無核化、維護東北亞地區
持久和平提出的和平倡議。

促建全球反恐統一戰線
宣言稱，必須努力推動建立聯合國發揮中
心協調作用、以國際法為基礎、摒棄政治化
和雙重標準的全球反恐統一戰線。重申國家
及其主管機構在本國境內打擊恐怖主義、分
裂主義和極端主義及在上合組織和其他國際
機制框架內合作問題上的關鍵作用。
成員國主張在《聯合國憲章》等聯合國文件

基礎上以協商一致方式通過聯合國關於打擊國
際恐怖主義的全面公約。強調反恐應綜合施
策，促進和平解決國際和地區衝突，加大力度
打擊恐怖主義及其思想，消除恐怖主義和極端
主義滋生因素，標本兼治。不能以任何理由為
任何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行徑開脫。

青島宣言：反對任何形式貿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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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大勢難阻
逆潮流定將碰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央視快評：讓「上海精神」綻放新時代之光

魯農以「樂」作畫 牡丹峰會盛開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昨日在青島國際會議中心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昨日在青島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舉行。。圖為會前圖為會前，，習近平同與會各方在迎賓廳集體合影習近平同與會各方在迎賓廳集體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 習近平同上合組織成員國領習近平同上合組織成員國領
導人共同步入會場導人共同步入會場。。 新華社新華社

■■上合組織成員國領導人上合組織成員國領導人、、常設機構常設機構
負責人負責人、、觀察員國領導人及聯合國等觀察員國領導人及聯合國等
國際組織負責人出席上合組織成員國國際組織負責人出席上合組織成員國
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
要講話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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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日晚在青島浮山灣海面日晚在青島浮山灣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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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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