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建戰略夥伴關係
習近平與薩巴赫會談 今就中東問題提「中國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昨日下午，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與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科威特埃

米爾薩巴赫舉行會談。兩國元首一致決定建立中科戰略夥伴

關係，為新時期中科關係注入新動力、開闢新前景。今日上

午，習近平主席和薩巴赫埃米爾會共同出席中阿合作論壇第

八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習近平主席將發表重要講話，就中

阿進一步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提出重要倡議，並將結

合當前中東面臨的突出問題和各方需求闡明「中國方案」。

■兩國元首一致決定建立中科戰略夥伴關係，為新時期中科關係注入新動
力、開闢新前景。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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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機場是中國第一個利用外國政府貸廈門機場是中國第一個利用外國政府貸
款建設的機場款建設的機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習近平在北京人習近平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同薩巴赫民大會堂同薩巴赫
舉行會談舉行會談。。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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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優惠貸款助廈門機場建設

阿拉伯國向東走 合作升級正逢時

李克強抵德 新起點共商合作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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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德國中國
研發創新聯盟當地時間8日在柏林正式註冊
成立。當天，中國科學技術部部長王志剛
和中國駐德國大使史明德共同為聯盟揭
牌，並見證德國中國研發創新聯盟與陳清
泉院士科創中心簽約。
據悉，德國中國研發創新聯盟是以中資

企業海外研發機構、海外華人科學家及學
者組成的創新聯盟，是凝聚海外科技力
量，服務國家科技發展戰略、促進中德合
作的一種創新和嘗試。
德國中國研發創新聯盟主席雷憲章表示，

聯盟在中國駐德大使館科技處的指導下於
2016年11月24日誕生。2018年7月8日，聯

盟註冊成功，成為法律框架下的正式組織。

料今年成員數翻倍
據了解，經過一年多的發展，聯盟現有
成員單位12家，目前有數十家企業正在進
行聯盟成員註冊程序，預計在2018年底，
聯盟成員將達到24家。
在當天舉行的座談會上，來自國家電

網、中國中車、中德軌道交通技術聯合研
發中心、蔚來汽車等企業和機構的代表就

中德科技技術創新合作交流了看法。
王志剛代表中國科學技術部對聯盟成立表

示祝賀。他表示，中國在科技領域開放的大
門只會越開越大，今後將不斷推動同各國在
各層面、各領域和各主體的全方位合作。
史明德表示，德國作為工業強國，創新
是其主要動力。中國正處在從大到強的發
展關鍵階段，自主創新能力尤為重要。他
認為，聯盟的成立可為中國國內創新增添
新動力，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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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中研發創新聯盟註冊成立

習近平歡迎薩巴赫第7次訪華，
讚賞薩巴赫為中科關係發展作

出重要貢獻。習近平指出，中科是
患難見真情的好朋友。建交47年
來，雙方始終真誠友好、平等相
待，務實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不斷延
伸，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
好處。當今世界正處在變革調整的
關鍵期，中方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就是要以合作深化共同利
益，以融合促進世界和平，同世界
各國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

支持科方走符國情發展路
習近平強調，中方把科威特作為
在海灣方向共建「一帶一路」和維
護地區穩定的重要合作夥伴。雙方
要深化政治互信，堅定支持彼此核
心利益。中方將一如既往支持科方
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科威
特是最早同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
路」合作文件的國家。雙方要加強
發展戰略對接，爭取實現合作項目
早期收穫。要擴大在能源、基礎設
施、金融、貿易、投資等領域合
作，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安全和反
恐合作。中方願同科方加強溝通和
協調，推動中國同海灣阿拉伯國家
合作委員會關係穩步向前發展，共
同促進地區和平穩定。
薩巴赫表示，中國是世界公認愛
好和平的國家。科威特珍視同偉大
中國的傳統友誼和緊密合作關係，
高度評價中國在國際事務中主持公
道正義，視中國為值得信賴的朋友

和夥伴，科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
策。我此訪帶來前所未有龐大的代
表團，科方願同中方在互信的基礎
上，本着務實的精神，加強在政
治、經濟、文化、安全等領域合作
關係，合作建設「一帶一路」，共
同促進海灣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
安全。

見證多項合作文件簽署
會談後，兩國元首見證了中科成

立雙邊合作執行機制的備忘錄、中
科合作規劃綱要、中科關於電子商
務合作備忘錄以及國防工業合作議
定書等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雙方還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科威特國關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
聯合聲明》。
今日上午，習近平主席會在人民

大會堂同科威特埃米爾薩巴赫、21
個阿拉伯國家外長或部長，以及阿
拉伯國家聯盟秘書長共同出席中阿
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開幕
式。
外交部部長助理陳曉東日前在吹

風會上介紹，習近平主席將在開幕
式上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主席將
就進一步加強中阿關係的頂層設
計、規劃集體合作、指導論壇建設
等闡述中方看法，並就中阿進一步
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提出重
要倡議。此外，習近平主席在開幕
式講話中，還將結合當前中東面臨
的突出問題和各方需求闡明「中國
方案」，介紹中方努力。

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
長級會議今日在北京舉
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出席會議開幕式並發表重要講話。分析人
士指出，這將是習近平第三次對阿拉伯世界
作重要政策宣示，引起各界期待。
「習近平主席出席開幕式並發表重要講話，

這體現了中方對中阿關係發展、中阿合作論壇
建設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也是本屆部長會
的最重頭戲，具有重要的政策宣示意義。」外
交學院中東研究中心主任高尚濤說。
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劉

寶萊看來，阿拉伯國家正加快「東向」政策
步伐，力爭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雙方
合作升級正當其時，正應其勢。官方統計顯

示，「論壇」已建立和逐步完善架構和機
制。截至2018年2月，論壇已舉辦7屆部長
級會議、14次高官會和3次高官級戰略政治
對話。

中阿部長會制定「帶路」路線圖
目前，中方已同9個阿拉伯國家簽署共建

「一帶一路」協議，許多阿拉伯國家願將其
發展規劃同「一帶一路」建設相對接。據介
紹，習近平主席將就中阿進一步加強共建
「一帶一路」合作提出重要倡議，其中許多
舉措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創新性和開拓性。
此外，本屆部長會計劃通過《北京宣言》、
《2018－2020年行動執行計劃》等成果文
件，涵蓋十多個合作領域，為未來中阿共建

「一帶一路」制定清晰可行的路線圖。
中阿合作論壇研究中心主任朱威烈認為，

中阿在落實「一帶一路」合作過程中，要注
重發揮各自優勢，在「1+2+3」的框架下，
推進各領域合作。
中東是一塊富饒的土地，但迄今仍未擺脫

戰爭和衝突。中東向何處去，是世界屢屢提
及的「中東之問」。習近平此前就此作出回
答指出，化解分歧，關鍵要加強對話；破解
難題，關鍵要加快發展；道路選擇，關鍵要
符合國情。中國前駐伊朗大使華黎明說：
「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一直是中東
和平與對話的倡導者和參與者，中國有責任
也有意願為中東和平穩定作出貢獻。」

■中新社

科威特是最早同中國建交
的海灣國家之一，也是向中
國提供政府優惠貸款最多的

阿拉伯國家。昨日在與科威特埃米爾薩巴赫會
談時，習近平主席表示，自己對此有親身體
會。習近平透露，1985年他出任廈門市副市
長，當時分管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包括廈門機
場項目。廈門機場正是利用科威特貸款建設起
來的，是中國第一個利用外國政府貸款建設的

機場，這對支持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具
有標誌性意義。
這次是薩巴赫第7次訪華。習近平說，中科是

患難見真情的好朋友。1990年海灣戰爭期間，
薩巴赫曾兩次成功訪華。中方一直旗幟鮮明支持
科方維護國家獨立、主權、領土完整的努力。此
外，習近平還指出，中阿合作論壇是推動中阿合
作的重要平台，科威特在其中發揮着獨特的作
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德國時間
7月8日下午，應德國總理默克爾邀請，中
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乘專機抵達柏林泰格
爾機場，將同默克爾共同主持第五輪中德
政府磋商並對德國進行正式訪問。
李克強表示，中德各自新一屆政府組成
不到半年，兩國總理就實現互訪，充分反
映出中德之間的良好關係和加強合作的共
同願望。政府磋商機制是目前中德之間級
別最高、規模最大、涉及領域最廣的一個

對話交流平台，在統籌推進中德各領域合
作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李克強指出，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
勢下，中德兩國新一屆政府各部門首次全
面對接，要凝聚共識，深化合作，共謀發
展。我們應站在新的起點上共商中德未來
各領域全方位合作大計，為兩國和兩國人
民謀福祉，為促進中歐合作添動力，為維
護自由貿易、多邊主義和公平正義的國際
秩序作貢獻。

將晤德總統 出席經合論壇
訪德期間，李克強將同默克爾舉行會
談、共同會見記者、見證中德有關合作文
件簽署，出席中德經濟技術合作論壇並發
表演講，參觀中德自動駕駛汽車展示活

動。李克強還將會見德國總統施
泰因邁爾。
李克強是在結束對保加利亞的

正式訪問並出席第七次中國－中
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後抵達柏林
的。
在離開索非亞之前，李克強率

中國代表團於當地8日上午專程
前往中國駐保加利亞使館出席新
館館舍揭牌儀式，並慰問館員。
離開索非亞時，保加利亞總理

鮑里索夫前往送行。兩國總理在
機場再次舉行會晤，並在舷梯旁
親切話別。中國駐保加利亞大使張海舟等
也到機場送行。
陪同出訪的李克強總理夫人程虹，國務

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全國政協副主
席、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等
同機抵達柏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宣佈：經
中歐雙方商定，中國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將於7月16日（下周
一）在北京同歐洲理事會主席
圖斯克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
共同主持第二十次中國歐盟領
導人會晤。
在當天答問中，華春瑩進一步
介紹指出，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
是中歐最高級別的對話機制，對
中歐關係發揮着重要的引領作
用。雙方領導人將對中歐關係未
來發展作出進一步指導和規劃，
並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和重大國際
議程交換意見。會晤期間，習近
平主席將會見圖斯克和容克主
席。李克強總理將同圖斯克和容
克主席共同主持第二十次中歐領
導人會晤。
華春瑩表示，當前中歐關係

發展勢頭良好，各領域對話合
作持續深化拓展。今年是中國
歐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建立15
周年和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機
制建立20周年，中歐雙方都希
望本次會晤取得豐富成果，推
動中歐關係穩定深入發展，共
同維護多邊主義、促進貿易和
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攜手應對
全球性挑戰、維護世界和平穩
定與發展。

■■李克強於德國時間李克強於德國時間
88日下午抵達柏林泰日下午抵達柏林泰
格爾機場格爾機場。。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