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上午，習近平主席出席開幕式
並發表題為《攜手推進新時代中

阿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講話。他指
出，中阿友誼源遠流長、歷久彌新。雙
方在古絲綢之路上「舟舶繼路、商使交
屬」，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鬥
爭中並肩奮鬥、患難與共，在各自國家
建設事業中相互支持、互利合作，譜寫
了合作共贏的燦爛篇章。歷史和實踐證
明，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無論面臨
怎樣的艱難險阻，中阿始終是互惠互利
的好夥伴、同甘共苦的好兄弟。
習近平強調，中方願同阿方加強戰略
和行動對接，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
設，共同做中東和平穩定的維護者、公
平正義的捍衛者、共同發展的推動者、
互學互鑒的好朋友，努力打造中阿命運
共同體，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
出貢獻。

建中阿國家銀行聯合體
第一，增進戰略互信。要堅持對話協

商，堅守主權原則，倡導包容性和解，
反對恐怖主義。習近平宣佈，中方將設
立「以產業振興帶動經濟重建專項計
劃」，提供200億美元貸款額度，同有
重建需求的國家加強合作，按照商業化
原則推進就業面廣、促穩效益好的項
目，並將再向敘利亞、也門、約旦、黎
巴嫩人民提供6億元人民幣援助，用於
當地人道主義和重建事業。

第二，實現復興夢想。中阿雙方要把
彼此發展戰略對接起來，讓兩大民族復
興之夢緊密相連。要牢牢抓住互聯互通
這個「龍頭」，積極推動油氣合作、低
碳能源合作「雙輪」轉動，實現金融合
作、高新技術合作「兩翼」齊飛。中方
將成立「中國－阿拉伯國家銀行聯合
體」，配備30億美元金融合作專項貸
款。
第三，實現互利共贏。中國將堅持全

面深化改革，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
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未來5年，中國
將進口超過8萬億美元商品，對外投資
總額將超過7,500億美元，這將給阿拉
伯國家帶來更多合作機會和實實在在的
利好。中國歡迎阿拉伯國家參加今年11
月在上海舉辦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

成立中阿新聞交流中心
第四，促進包容互鑒。要做大做強中

阿改革發展研究中心，為雙方提供更多
智力支持。要傳播重和平、尚和諧、求
真知的理念，要以對話消除誤解，以包
容化解分歧，要合作建設網絡文明。習
近平主席宣佈了中方為推動中阿人民情
感交流、心靈溝通的一系列新舉措，並
宣佈中阿新聞交流中心正式成立。
談及中東的和平與發展，習近平指

出，中東的多樣性應該成為地區活力之
源。要尊重每個國家的國情差異和自主

選擇，堅持平等相待、求同存異，打造
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架
構。發展是解決中東許多治理問題的鑰
匙，各方要始終心繫合作，多做共贏的
加法和乘法，優勢互補，共享繁榮。習
近平呼籲有關各方遵守國際共識，公正
處理巴勒斯坦問題，強調中方支持以
「兩國方案」和「阿拉伯和平倡議」為
基礎，推動巴以和談盡快走出僵局。

阿國家願集體參與「帶路」建設
科威特埃米爾薩巴赫，會議阿方主

席、沙特外交大臣朱拜爾，阿拉伯國

家聯盟秘書長蓋特分別致辭。他們高
度評價阿中傳統友誼，並表示阿中合
作潛力巨大，阿拉伯國家願集體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贊同習近平主席
打造中阿命運共同體，推動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的主張。阿拉伯國家高度
讚賞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堅持《聯合國
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發揮重要積極
作用，視中國為可信賴的夥伴。在中
東和平與安全面臨嚴峻挑戰的形勢
下，阿方期待同中方加強溝通協調，
共同促進地區和平穩定、發展繁榮，
攜手推進新時代阿中戰略夥伴關係。

中國提出共建「一
帶一路」倡議，得到
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內

的國際社會廣泛支持和積極參與。作為歷
史上絲路文明的重要參與者和締造者之
一，阿拉伯國家身處「一帶一路」交匯地
帶，是共建「一帶一路」的天然合作夥
伴。目前，中國已同9個阿拉伯國家簽署
了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同5個
阿拉伯國家簽署了產能合作文件。絲路基
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對阿拉伯國
家進行了投資。

工業水平較低「帶路」有助轉型
目前，阿拉伯國家普遍工業化水平相對較

低，不少國家約相當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水
平，而那些飽受戰亂等困擾的國家還面臨重
建難題。近年來，阿拉伯國家紛紛出台了面
向未來、振興國家的重要改革舉措。比如，
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近年均致力擺脫對石
油的依賴、發展多元化經濟體，而與中國的
「一帶一路」倡議相對接，無疑將有助阿拉
伯國家實現戰略轉型。

中阿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
間巨大。比如，阿拉伯國家太陽能豐富，近
年亦致力於新能源發展，而中方在這一領域

擁有先進的經驗和技術，未來雙方合作潛力巨大。
剛剛閉幕的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上，

中阿以「一帶一路」為主線和統領，探索謀劃出面
向未來的一系列新的合作思路和舉措，為未來中阿
共建「一帶一路」制定了清晰可行的路線圖。相信
未來，中阿必將在「一帶一路」的牽引下，攜手打
造出中阿合作互利共贏的升級版。

■香港文匯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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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阿命運共同體
出席中阿合作論壇 宣佈中方提供200億美元貸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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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昨
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並簽署了《北
京宣言》、《論壇2018年至2020年行
動執行計劃》和《中阿合作共建「一帶
一路」行動宣言》等3份重要成果文
件。此外，中阿雙方還就各領域合作達
成了100多項共識，並一致同意繼續加
強中阿合作論壇機制建設。
當日下午，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
王毅在會議結束後共見記者時介紹，《北
京宣言》着重闡述中阿戰略夥伴關係內
涵，明確了深化中阿關係和集體合作的方

向。《執行計劃》提出了涵蓋經貿、工
業、能源、文化等近20個領域合作的新
方案、新舉措。《行動宣言》提出了中阿
共建「一帶一路」的重大合作設想。
王毅還透露，中阿雙方商定將以習近

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為主
線，為增進戰略互信、實現復興夢想、
實現互利共贏、促進包容互鑒共同努
力。雙方就各領域合作達成了100多項
共識，還一致同意繼續加強中阿合作論
壇機制建設。
王毅指出，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趨

勢同阿拉伯國家加快工業化和經濟多元

化的進程完全契合。他介紹，中國在埃
及、阿聯酋、沙特、阿曼建設的四大產
業園已穩健起步。我們要把園區的建設
運營同鄰近的阿布扎比哈利法港、吉布
提港、埃及塞得港等對接，形成「園港
互聯」，並結合阿拉伯半島和北非鐵路
網等長遠規劃，不斷提升中東地區貿易
流通、產業聚集和區域輻射的能力。

能源「雙輪」運轉 科技金融齊飛
王毅表示，我們要讓傳統油氣、低碳

能源合作「雙輪」運轉，打造產業鏈貫
通、全領域覆蓋的中阿能源戰略合作關

係；讓科技和金融合作「兩翼」齊飛，
深化雙方在人工智能、移動通信、物聯
網、航天發射、衛星導航等領域合作，
並創新投融資方式，調動各類資金參與
中阿共建「一帶一路」。
其他與會部長表示，阿方完全同意習

近平主席在會議開幕式講話中為阿中關係
發展描繪的全新藍圖。阿方在對外政策方
向和理念上與中方高度一致，願同中方一
道認真落實會議成果，推動阿中戰略夥伴
關係向前發展。阿方高度讚賞中方長期以
來支持阿拉伯正義事業，歡迎中方在中東
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雙方部分合作新舉措
■中國將同地區國家探討實施總額為10億元人民

幣的項目，支持有關國家維穩能力建設。

■中方願參與阿拉伯國家有關港口和未來阿拉伯

鐵路網建設，支持阿方構建連接中亞和東非、

溝通印度洋和地中海的黃金樞紐物流網。

■要共建「一帶一路」空間信息走廊，發展航天

合作，推動中國北斗導航系統和氣象遙感衛星

技術服務阿拉伯國家建設。

■要繼續推進「油氣+」合作模式，深化石油、天

然氣勘探、開採、煉化、儲運等全產業鏈合

作，加強和平利用核能、太陽能、風能、水電

等領域合作，共同構建油氣牽引、核能跟進、

清潔能源提速的中阿能源合作格局。

■中方支持建立產能合作金融平台，圍繞工業園

建設拓展多元化投融資渠道，推進園區服務、

企業成長、金融支持三位一體發展。

■中方支持中國有關金融證券機構同阿拉伯國家主

權財富基金和管理機構合作，建立立足海灣、輻

射中東北非、吸收全球投資者的國際交易平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香港文匯報訊 「大家一起做有來
有往的鄰居」，「只要路走對了，就
不怕遙遠。」……7月10日上午，中
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開幕，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表重
要講話。央視昨日發表快評指出，習
主席的一句句真言金句，直抵人心，
贏得強烈共鳴。
快評指出，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充分展
示了中阿互惠互利的夥伴關係和同甘共
苦的兄弟情誼，充分體現了中阿不斷構

建全面合作格局的豐碩成果，充分表達
了中阿進一步攜手開創新時代戰略夥伴
關係的共同意願，標誌着中阿全方位合
作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贏得與會代表
的高度肯定和廣泛認同。
快評表示，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

無論面臨怎樣的艱難險阻，中阿始終是
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這源於雙方
長期以來的戰略互信。在對外交往中，
中國向來秉承着公心公道，中國在中東
不找代理人，不搞勢力範圍，而是堅持

對話協商的政策，推動大家加入「一帶
一路」朋友圈，建立互利共贏的合作夥
伴關係。在此次重要演講中，圍繞發展
促和平、集體安全、人道主義救援等議
題，習主席宣佈的一系列支持阿拉伯國
家的務實政策，必將進一步增加戰略互
信，為中東消除和平之殤、破解發展之
困作出中國貢獻。
快評說，阿拉伯有句諺語：「獨行

快，眾行遠」，中國人則常講「朋友
多了路好走」。中國和阿拉伯國家都

懷着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又是共建
「一帶一路」的天然合作夥伴，中阿
雙方結伴前行、風雨同行，必能優勢
互補、利益交匯，實現互利共贏。實
踐已經給出有力的證明，自2004年1
月中阿合作論壇成立以來，中阿戰略
合作日益深化，成為南南合作的典
範。2004年，中阿貿易額不足400億
美元，2017年已經接近2,000億美元。
習主席四年前提出的中阿「1+2+3」
合作模式更是結出纍纍碩果。正如習
主席所倡議的：「我們要把彼此發展
戰略對接起來，讓兩大民族復興之夢
緊密相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阿合

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

議昨日在京開幕。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式

上宣佈，中阿一致同意，

建立全面合作、共同發

展、面向未來的中阿戰略

夥伴關係。中方將設立

「以產業振興帶動經濟重

建專項計劃」，提供200

億美元（約合1,569億港

元）貸款額度，同有重建

需求的國家加強合作，並

成立「中國－阿拉伯國家

銀行聯合體」，亦會向有

關阿拉伯國家提供人道主

義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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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達成逾百共識 增互信共建「帶路」

央視快評：推中阿戰略夥伴關係上新台階

■■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 中新社中新社

：

■■習近平出席論壇開幕式習近平出席論壇開幕式，，
並發表題為並發表題為《《攜手推進新時攜手推進新時
代中阿戰略夥伴關係代中阿戰略夥伴關係》》的重的重
要講話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中阿這份信任牢不可破，是金錢買不到的。

■一個國家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
人民才最有發言權。

■少一些衝突和苦難，多一點安寧和尊嚴，這是
中東人民的嚮往。

■武力不是解決問題之道，零和思維無法帶來持
久安全。

■中國追求的是共同發展。我們既要讓自己過得
好，也要讓別人過得好。

■我們在中東不找代理人，而是勸和促談；不搞
勢力範圍，而是推動大家一起加入「一帶一
路」朋友圈。

■「一帶一路」建設，倡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惡」，彼此要多
拆牆、少築牆，把對話當作「黃金法則」用起
來，大家一起做有來有往的鄰居。

■中阿雙方堅持以開放包容心態看待對方，用對話
交流代替衝突對抗，創造了不同社會制度、不同
信仰、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和諧相處的典範。

■民族復興的追夢路上，難免會經歷曲折和痛
苦，但只要路走對了，就不怕遙遠。

資料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