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國防部網站及解放軍報微信公號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天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來訪的美國國

防部長馬蒂斯。習近平說，中美在廣泛領域存在共同利益，

雙方的共同點遠遠大於分歧。寬廣的太平洋可以容納中美兩

國和其他國家。中美雙方應該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

則推進兩國關係發展。在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我們的態度是堅定

的也是明確的，老祖宗留下來的領土一寸也不能丟，別人的東西我們一分一毫

也不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駐韓國大使館於當
地時間27日的最新消息，韓國中部世宗市
建築工地火災已造成1名中國公民遇難、15
名中國公民受傷，目前已有7名傷者出院。
世宗市一座商住兩用建築工地於當地時

間26日發生火災。中國駐韓國大使館領事
部副主任朱紀忠表示，火災中1名受重傷的
中國公民已被轉送到醫療條件更好的首爾接
受治療。另外14名受輕傷的中國公民中，
已有7人出院，其餘7人沒有生命危險。目
前韓方正在對火災原因展開調查。使館高度
關注事態發展和後續工作，敦促韓方全力救
治中國公民並做好遇難者善後工作。

韓國媒體報道說，截至目前，火災已致3
人遇難、37人受傷。有目擊者說，火災發
生當日下午1時左右，起火點位於建築的地
下停車場。據初步統計，事發時現場有169
名工人。

巴西設「中國移民日」彰顯華人社會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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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帶路」國際商事爭端 中辦國辦提四大原則

老祖宗領土一寸也不能丟
晤美防長 籲加強兩軍交往防誤判

習近平說，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
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

發展，國與國相互依存更加緊密。中國人民要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但我們堅持走和平
發展道路，不會走擴張主義和殖民主義道路，
更不會給世界造成混亂。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
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中美建交近40年的歷史
和現實表明，中美關係發展得好，可以造福兩
國人民和各國人民，有利於世界和地區的和
平、穩定、繁榮。中美在廣泛領域存在共同利
益，雙方的共同點遠遠大於分歧。寬廣的太平
洋可以容納中美兩國和其他國家。中美雙方應
該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推進兩國關
係發展。

「別人東西分毫也不要」
但習近平也表示，在看到中美存在共同利益
的同時，我們也不迴避雙方之間存在的分歧。
在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我們的態
度是堅定的也是明確的，老祖宗留下來的領土
一寸也不能丟，別人的東西我們一分一毫也不
要。
習近平說，兩軍關係是兩國關係的重要組成
部分。近年來，兩軍關係保持良好發展勢頭。自
古知兵非好戰，加強兩軍各層次的交往和機制建
設，有利於消除疑慮，防止誤解誤判和意外事
件。希望兩軍加強溝通，增進互信，深化合作，
管控風險，推動兩軍關係成為兩國關係的穩定

器。
馬蒂斯感謝習近平的會見，表示美方高度重

視兩國兩軍關係，兩軍關係在兩國關係中的地位
作用至關重要。美方願以美中兩國元首重要共識
為引領，加強戰略溝通，擴大互利合作，管控分
歧風險，避免衝突對抗，使兩軍關係成為推動兩
國關係發展的建設性因素。
馬蒂斯轉達了特朗普總統對習近平主席的問

候。習近平請馬蒂斯轉達對特朗普總統的問候。

魏鳳和：中國堅持和平發展
昨日上午，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

與來訪的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舉行會談。會談
前，魏鳳和為馬蒂斯舉行歡迎儀式，並陪同檢閱
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
魏鳳和說，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中國軍隊堅
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美只
有堅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才能實現共同發展。中美兩軍要落實好兩國元首
共識，增進互信，加強合作，管控風險，使兩軍
關係真正成為兩國關係的穩定因素。魏鳳和還就
台灣問題、南海問題、朝鮮半島核問題等闡明了
中方的立場和關切。
馬蒂斯說，中國的發展有益於美國和世界，

美中應和諧相處。美方重視美中兩軍關係，願與
中方完善溝通機制，推動開放對話，加強風險管
控。相信美中兩個偉大的國家能夠通過合作促進
世界和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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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巴西總統
特梅爾於當地時間26日簽署法令，正式將每
年的8月15日設立為「中國移民日」。特梅
爾在簽署儀式上表示，中國移民早在約200
年前就來到了巴西。1900年8月15日，巴西
官方記錄的第一批華人抵達巴西。如今，中
國是巴西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多領域合作
廣泛。他說：「兩國間合作建立在互利共贏
的基礎上，從經濟到航天，涵蓋領域廣，並

在金磚合作框架下鞏固了對話機制。」
特梅爾說，「中國移民日」的正式確立將

夯實兩國關係的根基，增進雙邊人文交流，
同時進一步彰顯華人對巴西社會建設作出的
貢獻。
中國駐巴西大使館臨時代辦宋揚說，「中

國移民日」法令的簽署既是對華僑華人為巴
西、為家人努力拚搏奉獻的高度認可，也是
巴西兼收並蓄、開放包容的生動體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及澎湃新聞報
道，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組織委員會
25日至26日在湖北省武漢市舉行全體會
議。軍運會組委會主席、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軍運
會組委會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出席會議並講
話。
報道稱，此次會議總結軍運會前期籌
備情況，部署下一步工作。中央軍委訓

練管理部領導宣讀了軍運會籌備工作任
務清單，明確了軍地23個相關單位、解
決78項重難點問題的任務責任。中央宣
傳部、外交部、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央軍
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作了大會發言。
前日上午，與會代表現地考察了軍運會
運動員村、武漢體育中心主場館、海軍
五項比賽場館。
上述官方報道顯示，中共中央政治局
原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中共中

央政治局原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
龍卸任後，第七屆軍運會組委會主席已
由孫春蘭、許其亮繼任。
武漢軍運會組委會的「雙主席制」在

去年1月已正式明確。當時，經習近平主
席批准成立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組織
委員會，由國務院1名副總理、中央軍委
1名副主席擔任組委會主席，組委會下設
執委會，負責武漢軍運會籌辦工作具體
組織實施和組委會日常工作。

落實《南海宣言》高官會獲積極成果

許其亮孫春蘭接掌軍運會組委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本月25
日至27日，中國與東盟國家11國在中國
湖南長沙市舉行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下稱《宣言》）第15次高官會和
第24次聯合工作組會，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孔鉉佑作為中方高官率團出席。會議
就落實《宣言》、加強海上務實合作以
及「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等議題坦誠、
深入交換意見，取得了積極成果。
會上，各方肯定了當前南海形勢總體
穩定的良好勢頭，重申全面、有效落實

《宣言》的重要性，一致同意在業已形
成的「準則」框架基礎上進一步推進
「準則」磋商，盡快形成單一磋商文本
草案，作為下步商談的基礎。會議還審
議更新了2016年至2018年工作計劃。
各方表示，將繼續堅持通過談判協商

和平解決南海爭議，堅持通過地區規則
框架管控分歧，堅持通過合作增進信
任、防止海上意外事件，共同維護南海
和平穩定，努力將南海建設成為和平之
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此前表示，在
中國和地區國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
勢趨穩降溫，不斷展現良好積極勢頭；
各方將繼續保持對話和合作，爭取更多
成果和積極進展，為鞏固當前良好形勢
進一步創造有利條件。
據介紹，《宣言》體現了各方致力於

維護南海穩定、增進互信和推進合作的
政治意願；《宣言》強調通過友好協商
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有關爭
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今年1月23日主持召開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
過了《關於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
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以
下簡稱《意見》）。近日，中共中央
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意
見》，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
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尊重事主意願 體現共商精神
《意見》指出，建立「一帶一路」
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應當
遵循以下原則：
─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保持開

放包容心態，倡導「一帶一路」建設參
與國精通國際法並熟練掌握本國法的專
家積極參與，尊重當事人選擇國內外法
律專家解決糾紛的權利，使「一帶一

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凸顯國際化
特徵、體現共商共建共享精神。
─堅持公正高效便利原則。研究

借鑒現行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有益做
法，設立符合「一帶一路」建設參與
國國情特點並被廣泛接受的國際商事
爭端解決新機制和機構，公正高效便
利解決「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產生
的跨境商事糾紛。
─堅持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

則。尊重「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當
事人協議選擇糾紛解決方式、協議選
擇其熟悉的本國法或第三國法律的權
利，積極適用國際條約、國際慣例，
平等保護各方當事人合法權益。
─堅持糾紛解決方式多元化原

則。充分考慮「一帶一路」建設參與
主體的多樣性、糾紛類型的複雜性以
及各國立法、司法、法治文化的差異
性，積極培育並完善訴訟、仲裁、調

解有機銜接的爭端解決服務保障機
制，切實滿足中外當事人多元化糾紛
解決需求。通過建立「一帶一路」國
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營造穩
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法治化營
商環境。

設國際商事法庭處理糾紛
《意見》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設立
國際商事法庭，牽頭組建國際商事專
家委員會，支持「一帶一路」國際商
事糾紛通過調解、仲裁等方式解決，
推動建立訴訟與調解、仲裁有效銜接
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形成便利、
快捷、低成本的「一站式」爭端解決
中心，為「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當
事人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
《意見》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廣
東省深圳市設立「第一國際商事法
庭」，在陝西省西安市設立「第二國

際商事法庭」，受理當事人之間的跨
境商事糾紛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
審判第四庭負責協調並指導兩個國際
商事法庭工作。

匯聚法律專家 委員會助調解
建立由精通國際法及其本國法的專

家組成的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制定
相應工作規則。對當事人之間的跨境
商事糾紛，委員會根據當事人自願原
則先行調解，並製作調解書。我國法
院審理案件過程中需要適用外國法
時，委員會可就如何適用外國法提供
專家意見。
支持具備條件、在國際上享有良好聲

譽的國內仲裁機構開展涉「一帶一路」
國際商事仲裁。鼓勵國內仲裁機構與
「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仲裁機構合作
建立聯合仲裁機制。吸引更多海內外優
秀仲裁員，為「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

當事人提供優質仲裁法律服務。
支持具備條件、在國際上享有良好

聲譽的國內調解機構開展涉「一帶一
路」國際商事調解。支持有條件的律
師事務所參與國際商事調解，充分發
揮律師在國際商事調解中的作用，暢
通調解服務渠道。「一帶一路」國際
商事調解機構為解決「一帶一路」建
設參與國當事人之間的跨境商事糾紛
出具的調解書，可以由有管轄權的人
民法院經過司法確認獲得強制執行
力。
《意見》要求，建立「一帶一路」
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相關工
作，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
導小組統一負責和協調，具體工作方
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牽頭制定並組織實
施，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工委、外交部、司法部、
商務部、中國貿促會參與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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