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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和普京昨
日共同乘車前往
遠東風采街，隨
後參觀了魚市和
俄羅斯青年高技
術展。兩國元首
興致盎然，嘗試
製作當地特色食
品，還與民眾親
切互動。
文：新華社
圖：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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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晤普京：
堅定發展好中俄關係
共同反對單邊主義 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 11 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同俄羅斯總統
普京舉行會談。兩國元首一致認為，今年以來，中俄
關係呈現更加積極的發展勢頭，進入更高水平、更快
發展的新時期。一致同意，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
中俄都將堅定發展好兩國關係，堅定維護好世界和平
穩定。

習近平此行是應普京邀請，出席第四屆東方經濟論壇。論壇9
月 11 日至 13 日舉行。東方經濟論壇由普京倡議，於 2015

年舉行首屆。本屆論壇以「遠東：更多機遇」為主題，吸引了60
多個國家的數千名代表參加，這些代表的來源國數量超過以往。
習近平指出，今年以來，我同總統先生分別在北京和南非約
翰內斯堡舉行了富有成效的會晤。中俄保持密切的高層交往，
體現了兩國關係的高水平和特殊性，也凸顯了兩國關係在各自外
交議程中的優先地位。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兩國關係的政治優勢
正在不斷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合作成果。雙方相互堅定支持對方走
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堅定支持對方維護自身安全和發展權
益，樹立了大國、鄰國關係典範。雙方要鞏固傳統友誼，加強全
面協作，推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再攀高峰，更好惠及兩
國人民。

共謀遠東開發 擴能源等合作

「帶路」歐亞聯盟 續推對接合作
普京表示，衷心感謝並熱烈歡迎習近平主席應邀出席東方經濟
論壇。我同習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體現了俄中關係的高水
平。近年來，俄中關係呈現強勁發展勢頭，雙方互信日益增強，
政治、經濟、安全等廣泛領域合作成果豐碩。雙方要繼續推進歐
亞經濟聯盟和「一帶一路」對接合作，拓展投資、能源、航天、
金融、電子商務等領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促進地方合作。俄
中對當前國際形勢有很多一致看法，雙方要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
協調和配合，堅決抵制單邊主義，維護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實
現共同發展繁榮。
雙方還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了看法。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了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並共
同會見了記者。

66 歲普京問 54 歲馬雲
年紀輕輕為何退休
10 日剛剛宣佈了退休計劃的阿里巴巴董事局
主席馬雲昨日也出現在東方論壇的遠東經濟論壇
企業家圓桌會上，據阿里方面發佈的消息，普京
看到馬雲時，中斷議程，跟旁邊的官員說，「我想問問那邊坐着吃
俄羅斯點心的年輕人，馬雲，你這麼年輕，為什麼退休？」
可能是沒想到普京會突然轉換話題，馬雲也一臉意外。
馬雲回答說，「總統先生，我不年輕了，昨天剛好在俄羅斯過
了54歲生日。我創業19年，做了一些事，但還有更多熱愛的事想
做，比如教育和公益。」
普京大笑說，「你比我年輕，我都 66 歲了！」 說完，鼓起了
掌。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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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共啟地方合作新時代

習近平強調，中俄雙方要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和歐亞經濟聯
盟對接合作，擴大能源、農業、科技創新、金融等領域合作，推
動重點項目穩步實施，加強前沿科學技術共同研發，利用好今明
兩年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契機，調動兩國更多地方積極性，開展
更加廣泛合作。
習近平指出，相互支持對方舉辦大型活動是中俄雙方的好傳
統。東方經濟論壇是總統先生親自倡議舉辦，已成為各方凝聚智
慧、共商地區合作的重要平台。相信這屆論壇將為雙方深化包括
遠東合作在內的地方合作帶來新契機。
習近平強調，中俄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主要新興市
場國家，肩負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發展繁榮的重任。中俄要
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多邊框架內密切溝通和配
合，同國際社會一道，推動熱點問題政治解決進程，攜手維護國
際公平正義和世界和平穩定，堅定不移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
則，共同反對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
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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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符拉迪沃
斯托克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共同出
席中俄地方領導人對話會。兩國
元首在聽取雙方代表匯報本次對
話會情況和中俄地方合作情況
後，分別致辭。

年，將地方合作確定為今明兩年雙方
合作主線。中俄地方合作正當其時。
兩國政府將支持各地方做大合作蛋
糕，共享合作成果。希望中俄兩國各
省州代表借助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的
東風，共同開啟中俄地方合作新時
代，為兩國關係發展添磚加瓦。

促進共同發展振興

提升互聯互通水平

習近平指出，中俄互為最大鄰
國和最重要的全面戰略協作夥
伴，擁有廣泛共同利益。雙方加
強合作，深化利益交融，有利於
攜手化解外部風險和挑戰，促進
共同發展振興。地方合作在中俄
關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國家合
作要依託地方、落腳地方、造福
地方。地方合作越密切，兩國互
利合作基礎就越牢固。在新的時
代背景下，中俄地方合作面臨着
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同時
也迎來了新的歷史性機遇。
習近平就未來兩國地方合作提出
四點建議（見表）。習近平強調，今
年年初，我同普京總統決定2018年
至 2019 年舉辦中俄地方合作交流

普京表示，地方合作是俄中全面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重要組成部分。
很高興兩國地方開展了密切的經貿
和人文交流合作。俄羅斯歡迎中企
來俄投資興業，願繼續為加強兩國
地方合作提供良好條件和環境。新
形勢下，俄中要以地方合作交流年
為契機，提升互聯互通水平，推進
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增進民
間友好，推動兩國地方合作取得更
多惠及兩國人民的成果。
本次對話會的主題是「新時代
的中俄地方合作」。來自中國內
蒙古自治區、遼寧省等 9 個省、自
治區的負責人和俄羅斯濱海邊疆
區、後貝加爾邊疆區等 13 個聯邦
主體的負責人參加對話會。

習近平 4 建議促地方合作

1. 要發揮地方政府作用，加強統籌協調，切實優化政策環境，鼓
勵更多地方結好，為兩國企業相互投資營造更優質的營商環
境、更便利的合作條件。
2. 要創新合作思路，拓展合作地域，善用合作平台，發展好現有
機制，深入探討推進區域合作新方式。
3. 要深挖互補優勢，突出地方特色，實現合作精準對接，整合優
質資源，激發合作內生動力，化優勢為收穫，打造合作亮點。
4. 要密切人文交流，強化合作的主流民意和社會基礎，推動兩國
地方文化、旅遊、教育、媒體等領域交流機制化、常態化，增
進彼此好感和認同感。

為東北亞合作 注入中國活力
中國國
家主席習
近平昨日
抵達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應邀出席第四屆東方經濟論
壇。這是中國國家元首首次出
席東方經濟論壇，也是今年下
半年中俄最重要的雙邊高層交
往，意義重大。
論壇由俄羅斯總統普京於
2015 年親自倡議舉辦，是俄
羅斯推進遠東合作的重要舉
措，正逐漸成為亞太地區深
化經濟合作、探討國際和地
區問題的重要平台。
當前，國際形勢正發生着
複雜深刻變化，逆全球化思
潮、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
義抬頭。正如中國駐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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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李輝所說，「習近平主
席來俄出席論壇是向世界表
明，只有秉持互利共贏原
則，完善區域經濟合作安
排，推進貿易和投資便利
化，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才是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的正確選擇」。
人們期待，習近平主席此
行將為東北亞和平穩定與區
域合作注入中國活力，隨着
「一帶一路」建設與歐亞經
濟聯盟建設的對接進一步推
進，本地區發展將迎來更多
中國機遇。相信未來，早已
成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的中
俄將攜手走得更高更遠。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及新華社

中企擬在俄投資加工大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俄羅斯衛
星新聞轉述彭博新聞社報道，
由黑龍江農業合作社和佳沃集
團（Joyvio Group）聯合組建
的 合 資 企 業 JBA 控 股 有 限 公
司，將在未來三年向俄羅斯大
豆加工廠以及穀物終端建設投
資 1 億美元。中國公司這樣做
是為了實現農產品進口多樣化
的目標。這家合資企業還在俄
羅斯租賃 10 萬公頃耕地，將
在這裡種植小麥、玉米和大
豆。

報道說，俄羅斯遠東耕地遼
闊，加上當地的稅收優惠政
策，應能降低產品成本。JBA
也將在俄羅斯扎魯比諾港建設
倉庫和穀物終端，該港口的年
穀物吞吐量將達到 300 萬噸。
由於中美貿易糾紛愈演愈烈，
包括對美國大豆加徵高額關
稅，中國希望實現農產品供應
渠道的多樣化。JBA 控股有限
公 司 將 每 天 加 工 大 豆 2,000
噸，利用它們榨油和生產食
品。豆油將出口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