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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上合促穩定謀發展
安全合作不斷升級 對地區和世界貢獻巨大

香港文匯報訊 上合組織青島峰會 10 日圓滿結束。據新華社報道，自成
立以來，上海合作組織從安全領域的合作起步，堅持以實現成員國的共同
發展繁榮為目標，成功走出了一條合作共贏之路，贏得了國際社會高度評
價。沒有安全，發展就失去了根本保障。國際社會認為，歷經 17 年的發
展，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區域性國際組織之一，上合組織為地區和世界
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為和平貢獻「上合力量」
從打擊「三股勢力」到禁毒，從反洗錢
到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上合組織框架內的
安全合作不斷充實和升級，為維護地區和平
穩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阿富汗總統加尼說，上合組織在維護地
區穩定與發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中國一貫
致力於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他對於中
國積極參與阿富汗和平重建表示由衷的讚賞
和感謝。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秘書長哈恰圖羅夫表
達了集安組織期待與上合組織進一步深化合
作的願望。他說，維護地區安全穩定也是集
安組織的主要工作，因此集安組織非常重視
與上合組織加強互利合作。在當今全球形勢
依然緊張的情況下，上合組織倡導的「上海
精神」顯得尤其重要。
印度漢學家、尼赫魯大學教授狄伯傑
說，上合組織一直努力促進地區乃至全球和
平、穩定與繁榮。該組織將以一種更好和更
協調的方式應對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威
脅。
塔吉克斯坦官方通訊社「霍瓦爾」通訊
社的文章說，上合組織為鞏固地區安全，為
深化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和文化合作做了
大量工作。上合組織已成為地區各國在多領
域開展合作的重要機構。
俄羅斯《獨立報》發表文章指出，上合
組織的主要優先方向是確保地區穩定與安
全。上合組織完全可以成為當代國際秩序的
承重架構之一。

為繁榮貢獻「上合機遇」
上合組織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深挖區域
合作潛力，增強了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動
力。特別是如何在助推「一帶一路」倡議與

歐亞經濟聯盟以及各個成員國發展戰略對接
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上合組織大有可為。
獨聯體執行委員會主席列別傑夫說，中
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給獨聯體尤其是中亞
國家與中國的雙邊關係發展注入了新動力，
該倡議為相關方面擴大並深化互利務實合作
提供了機會。這一倡議的實施，有助於促進
各國的可持續發展和進步、拉近各民族間的
距離、增強各國的友好關係、促進相關各國
的文化融通。
巴基斯坦戰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阿什拉
夫認為，作為涵蓋地區政治、經濟和安全的
重要國際機制，上合組織可以進一步加強成
員國之間的經貿往來，推進本地區經濟一體
化進程，逐漸提升自身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
的話語權。
吉爾吉斯斯坦總統熱恩別科夫說，「一
帶一路」建設不僅為上合組織地區的發展帶
來了眾多機遇，也為促進上合組織發展同歐
洲、中東和非洲的合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一帶一路」倡議着眼的「五通」（政策溝
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
相通）為上合組織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和路
徑，也拓展了本組織的合作領域。
俄羅斯戰略研究所亞洲與亞太研究中心
主任科卡廖夫認為，上合組織在制定雙邊、
多邊經貿合作規劃時具有極佳的磋商協調能
力，其審議通過的經貿協定確保各成員國在
能源、交通、電信、金融、農業和水利等領
域合作不斷取得新發展，落實這些領域的合
作項目還能促進「一帶一路」建設與歐亞經
濟聯盟深度對接。
「俄羅斯上海合作組織信息網站」刊登
文章指出，在當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
下，世界經濟處於不確定狀態中。上合組織
為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推進互利合作，這對
全世界而言具有示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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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
「和合」
之道 激活
「上海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際輿
論持續關注 9 日至 10 日在青島舉行的上海
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青島
峰會。外媒報道稱，上合組織站在「新起
點」上，已具有全球影響力。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青島峰會上倡導「和合」理
念，闡釋「上海精神」新內涵，在國際上
獲得廣泛支持。
外媒認為，上合組織已具有全球影響
力，責任越來越大，期待越來越多。俄羅
斯衛星通訊社報道稱，青島峰會是上合組
織擴員後的首次峰會，具有歷史意義。隨
着成員國數量增加，上合組織在維護地區
穩定、促進繁榮發展方面承擔的責任也越
來越大。

「帶路」促成區域經濟合作
國際輿論還指出，上合組織不僅維護區

域安全，也為國際安全作出更大貢獻。
「安全合作已經成功促進了上合組織的崛
起」，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的評論文章
稱，如果上合組織通過不斷的制度化實現
促進互信的目標，該組織的影響力勢必得
到大幅提升。報道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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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媒對習近平在青島峰會上的講話予以
報道、解讀，認為習近平的講話以中華文
明理念為「上海精神」賦予新的內涵。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稱，上合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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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手維護地區和平安全
印度和巴基斯坦首次以成員國身份參加
上合峰會，兩國媒體對峰會持續聚焦報

道。
印度輿論主要關注安全合作和上合未來
發展潛力。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教授斯瓦蘭．辛格接受 DDNews 採訪時評
論說，上合組織既關注安全也關注發展，
向世界傳遞與冷戰對立思維完全不同的理
念。在青島峰會上，習近平在講話中，以
及各國領導人在談話中都談到維護地區和
平與安全，也談到區域各國獨立自主發展
的理念。其願景讓人相信上合組織將成為
國際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
巴基斯坦國家通訊社報道說，通過17年
的建設，上合組織已經擁有完善的工作和
溝通機制，現在正站在「新起點上」，上
合組織為建立新型國際關係樹立榜樣。巴
基斯坦《新聞報》報道稱，隨着世界從單
極轉變為多極，上合組織已發展成為一個
強有力的地區組織，其影響力更大。

王毅談中方將如何推動上合組織發展：

中國與白俄羅斯
將互免普通護照簽證

全面落實峰會成果 創新區域合作方式

香港文匯報訊 澎湃新聞引述「領事直通車」微
信公號的消息稱，6 月 10 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與白俄羅斯外長馬克伊代表兩國政府在青島簽署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白俄羅斯共和國政府關於
互免持普通護照人員簽證的協定》。該協定將在雙
方完成各自國內法律程序後生效。
據新華社報道，白俄羅斯體育和旅遊部副部長波
特諾伊於 2017 年 9 月 25 日表示，白方對於持申根
簽證的中國遊客實施 3 天免簽入境政策。今年 5
月，白方對持有因公普通護照的中國公民給予 30
天免簽入境的優惠政策。免簽政策放寬以來，前往
白俄羅斯的中國遊客人數增加了20%。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青島峰會之後，上合
組織將踏上新征程。關於未來中國將如何推動上合組織
發展，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10 日在青島接受
媒體採訪時表示，上合組織要保持健康穩定發展，應當
不折不扣地落實好各國領導人在本次青島峰會中所達成
的各項共識。

「不搞封閉排外小圈子」
王毅指出，首先要堅持組織的發展定位。上合成立
之初就確定了「不針對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原則，
形成了結伴而不結盟、對話而不對抗的合作模式。各成
員國應當繼續秉持「上海精神」，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
旗幟，不搞封閉排外的小圈子，不打地緣博弈的小算
盤，積極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
型國際關係，合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着力深化務實合作
其次要着力深化務實合作。成員國應抓住未來5至10
年的發展期和機遇期，進一步夯實上合組織的合作基
礎，創新合作方式，豐富合作內涵，確保安全、經濟、

人文三大支柱領域合作齊頭並進，使上合組織在維護地
區和平穩定、謀求共同發展繁榮、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方
面釋放出越來越強勁的合作潛力，為地區各國人民帶來
更多實實在在的安全與發展紅利。

立 300 億元人民幣等值專項貸款，設立「中國—上海合
作組織法律服務委員會」，在青島建設中國—上合組織
地方經貿合作示範區等等。這些舉措結合中方優勢，緊
扣各方需求，有利於組織發展，受到普遍歡迎。

推動完善全球治理
第三要推動完善全球治理。青島宣言提出，各成員
國支持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支持聯合國為此發揮核心作
用。上合組織正式成員有 8 個國家，再加上 4 個觀察員
國和6個合作夥伴國，就能形成18個國家的合力，如果
再積極開展同聯合國等國際和地區組織的交流合作，就
能夠為全球治理體系的充實完善、為推動國際秩序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貢獻上合的力量。

粵海關查獲 13 萬件
世界盃侵權貨物

培訓2000執法人員
王毅說，中國作為上合組織創始成員國，始終將上
合組織作為外交優先方向之一。青島峰會期間，習近平
主席宣佈了中方支持上合組織合作的一系列重要舉措，
包括未來 3 年為各方培訓 2,000 名執法人員，提供 3,000
個人力資源開發培訓名額，在上合組織銀聯體框架內設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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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冀七國集團合作順應時代潮流
■ 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耿爽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11
日表示，希望七國集團的合作能夠順應時代潮流，為維

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促進各國共同發展承擔應盡的責
任。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據報道，上合組
織青島峰會昨天閉幕。會議非常成功，氣氛非常融洽，
達成了許多共識。相比之下，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則有
很多分歧，顯得不那麼融洽。上合峰會的成功和七國集
團峰會的失敗，是否表明了中國體制以及中國主辦大型
國際會議的優勢？
「你的問題很複雜，其中的解讀是你自己的解讀
嗎？還是專家學者的解讀？」耿爽說。
耿爽說，中方一貫主張各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互不干涉內政等原則基礎上發展相互關係。同時我
們也主張，國家之間開展多邊合作應該堅持開放、包
容、不針對第三方，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

流。
「七國集團成員國都是世界上重要的發達國家。我
們希望七國集團的合作能夠順應時代潮流，七國集團成
員國能夠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促進各國共同發展承
擔應盡的責任，作出應有的貢獻，發揮建設性作用。」
耿爽說。
「至於你提到中國舉辦上合組織青島峰會等一系列
大型國際會議，提到中國的辦會經驗以及中國的一系列
主張，我可以明確告訴你，中方致力於推動建設相互尊
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耿爽說，舉辦這些大型活動都是中方
為此作出努力的一部分，中方願與國際社會一道繼續為
此作出努力，這其中包括上合組織成員國，也包括七國
集團成員國。

■海關查獲的俄羅斯世界盃侵權產品。
廣東海關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2018
年俄羅斯世界盃即將開賽，近期是世界盃相關產品
的進出口高峰期。據統計，今年以來，廣東省內海
關已查獲多宗涉嫌侵犯 FIFA 世界盃及其贊助商商
標權案件，查獲涉嫌侵權貨物13萬餘件。
為保護世界盃知識產權，打擊侵權行為，海關總
署於 3 月至 6 月開展了「中俄海關 2018 年世界盃知
識產權保護」專項行動。在此期間，廣東省內海關
重點打擊侵犯國際足聯以及其相關贊助商商標知識
產權行為，加強對進出口商品監控，各口岸海關進
一步加強查驗力度，維護相關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同時，廣東海關聯合香港、澳門海關開展海關知識
產權保護合作，以及情報交流、信息通報和聯合執
法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