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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美前國務卿基辛格 籲友好協商解決問題

習近平籲中美準確互判戰略意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人
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基辛格近年訪華及傳遞內容

習近平強調，中美雙方對彼此的戰略
意圖要有準確的判斷。中國堅持走和

2015 年 3 月 21 日

平發展道路，仍然致力於發展不衝突

本着互諒互讓的精神，通過友好協商

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2015 經
濟峰會」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既有機
遇，也有挑戰，兩國應充分認識
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妥善解決兩國關係發展中出現的問

2015 年 10 月 31 日

題。同時，美方也應尊重中方按照自

出席「世界秩序與中國角色——
2015 京城國際論壇」
自己目睹中國克服了這麼多困
難，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因此堅
信中國一定能實現「兩個一百
年」的奮鬥目標。現在，需要讓
世界知道中國在世界秩序中應該
扮演的角色，這是世界秩序中的
基本條件。今後，所有國家都必
須參與到世界秩序的創造過程當
中來，實現這一點的關鍵在於中
國和美國必須要達成一致，相互
理解，共同遵守。

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
關係，願同美方在平等互利基礎上，

己選擇的道路發展的權利和合理權
益，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維護中美
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

2015 年 11 月 2 日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前左）與美國前
國務卿基辛格（前中）。
中新社
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在會見中指出，
基辛格博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為
中美關係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40 多年
來，中美關係歷經風雨和坎坷，但總體保
持穩定前行。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國際社會普遍期待着中美關係繼
續沿着正確的方向向前發展。我和特朗普
總統約定在阿根廷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會
晤，雙方可以就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
意見。

據

強調中方和平立場不變
習近平強調，中美雙方對彼此的戰略意
圖要有準確的判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
國內涉華消極聲音增多，值得關注。中國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仍然致力於發展不
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
關係，願同美方在平等互利基礎上，本着

■ 11月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互諒互讓的精神，通過友好協商妥善解決
兩國關係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同時，美方
也應尊重中方按照自己選擇的道路發展的
權利和合理權益，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
維護中美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

基：
「不同意視中國為對手」
基辛格表示，很高興在美中關係步入新
階段的重要時刻再次來華並見到習近平主
席。在過去的幾十年歲月中，我多次訪
華，親眼見證了中國的發展。當前形勢
下，美中合作對世界和平與繁榮至關重
要。我高度評價中方為此所作努力。發展
美中關係需要戰略思維和遠見，美中雙方
要更好地相互理解，加強戰略溝通，不斷
擴大共同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向世人表
明美中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希望特朗
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即將在阿根廷二十國

集團峰會期間舉行的會晤順利成功。
另據外交部網站消息，國務委員兼外交
部長王毅昨日在北京會見基辛格。王毅表
示，對於當前的中美經貿分歧，我們認為
應當而且可以通過平等對話予以妥善解
決。中美經濟高度互補，加強合作可以為
美國提供更大的市場和增長動力，同時也
可以為中國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雙方可以通過做大中美經貿合作的蛋糕，
實現互利共贏。
基辛格表示，我不同意把中國作為對手
的觀點。美中是兩個重要的大國，美中關
係對兩國和世界都至關重要。雙方有必要
從更寬廣的視角看待兩國關係，為美中關
係長遠穩定發展確定基本遵循。雙方加強
合作，有利於應對當今世界面臨的複雜問
題。我贊同雙方通過對話妥善管控和解決
好兩國間的具體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葛沖 北京報道）
美國中期選舉投票結
果日前揭曉，美國總統特朗普領導的
共和黨將繼續執掌參議院，民主黨則
重奪眾議院。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
中心主任時殷弘教授向香港文匯報指
出，關鍵是特朗普如何看這一選舉結
果，目前看這一結果在特朗普看來，
其國內外的基本政策方向得到了美國
一半以上人口的支持，即其基本盤沒
有動搖，所以預料未來特朗普包括對
華政策在內的基本政策方向不會發生
改變。即使短期之內尋求對華「貿易
休戰」，中國也應該作好足夠的長遠
應對準備，「相關政策的推進還會加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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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戰無贏家 美國陷困境
11 月 9 日，第二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
在美國舉行。11月底，中美元首還有望
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舉行會面。上周，
中美元首通了電話。時殷弘表示，目前
中美貿易戰既給中國造了很大難題，也
給美國造成了不少難題。中美元首通話
和中美舉行對話等釋放出積極信號，為
防止中美矛盾全面激化提供了契機。
不過，這位專家同時提醒，按照特朗
普現在的心態，中美貿易戰最好的結果
就是雙方暫時就互徵高關稅休戰，只是
中國希望長期休戰，而美國則傾向短期
休戰。美國對中國高新技術貿易和發展
進行全面嚴厲限制和封鎖相信則不會有
所改變或鬆動。

他續指，中美貿易戰的次好結果，就
是雖然貿易戰仍會繼續，但是嚴重的升
級措施會減緩。即特朗普之前宣示將目
前加徵的 10%關稅從 2019 年元月起提
升至25%有可能會延期或無限期延期，
特朗普威脅要下令對另外中國對美出口
的 2,670 億美元商品加徵高關稅可能會
延期或者無限期延期。
而中美貿易戰最壞的結果，就是特朗
普不僅僅要求中國加大進口，而是強迫
中國改變基本經濟結構和基本經濟政策
以及所謂工業政策，針對 2025 中國製
造。那麼中美就難以達成基本的重大的
協議。
時殷弘提醒，中美基本矛盾仍會加
劇，尤其在有關台灣、南海、軍備競爭
等的問題方面，還不能過分樂觀。

駁斥
「金元外交」
論 中方：扯不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
有關方面指責中方為拉攏薩爾瓦多而實
施「金元外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予以駁斥。她
強調，從兩國友好和南南合作精神出
發，中方願為薩爾瓦多經濟社會發展提
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有記者問，據報道，薩爾瓦多總統 7
日表示，中方將向薩爾瓦多提供資金援
助用於發展社會和科技項目。你能否證
實？中方做法是否屬於此前台灣方面指
責中方為拉攏其「友邦」而實施的「金

元外交」？
「首先我要強調，中國為薩爾瓦多提
供的支持和幫助，與台灣方面聲稱的所
謂『金元外交』沒有任何關係。」華春
瑩回答說。

支持中企赴薩投資
華春瑩表示，11 月 1 日，習近平主席
同薩爾瓦多總統桑切斯在北京舉行會
談。習近平主席強調，中薩建交順應
歷史潮流，符合兩國根本和長遠利
益。中方願同薩方攜手努力，蹄疾步

穩推進兩國友好交往合作，造福兩國
人民。中方願本着政府指導、企業主
體、市場運作、互利共贏的原則同薩
方開展基礎設施等領域合作，支持有
實力的中國企業赴薩爾瓦多投資興
業。中方願在教育、醫療、供水、防
災等方面向薩方提供支持，願向薩方
提供更多獎學金生名額，同薩方加強
人力資源培訓合作，將薩爾瓦多列為
中國公民組團出境旅遊目的地國。中
國和薩爾瓦多之間的友好交往合作正
在快速展開和推進。

另據中新社報道，本月 9 日進行的第二輪
中美外交安全對話將為兩國元首阿根廷會
晤做有關準備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
篪在白宮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博爾頓時表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美國的
經濟繁榮互為機遇。中方致力於同美方一
道，努力實現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
合作共贏。博爾頓表示，特朗普總統十分
期待同習近平主席在出席阿根廷二十國集
團領導人峰會期間舉行會晤。美方願同中
方保持密切溝通，精心籌備，推動兩國元
首會晤取得積極成果。美中舉行第二輪外
交安全對話，有利於增進雙方戰略互信，
有利於為兩國元首阿根廷會晤作準備。美
方也願同中方就雙邊關係和重大國際地區
問題加強溝通與合作，推動取得更多進展
和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委
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昨日在北京同澳洲外長
佩恩舉行第五輪中澳外交與戰略對話後共
同會見記者。
王毅表示，此次對話是澳洲新政府成立以
來雙方首次戰略對話，是中澳關係經歷曲折
之後的一次重要接觸，也是雙方共同面對當
前各種全球性挑戰的一次戰略溝通。最重要
的成果，就是明確了中澳關係的正確方向，
中澳關係應當校準航向再起航。

王毅：中澳應校準航向再起航

美即或「短期休戰」
華亦需長遠打算

新華社

體現戰略夥伴價值

我同佩恩外長一致認為：要堅定不移推
動中澳關係的改善發展。一個健康穩定和
可持續的中澳關係不僅符合兩國人民根本
利益，也有利於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
繁榮。中方讚賞澳新一屆政府領導人公開
表示，澳方視中國的發展為機遇而不是威
脅，致力於同中方發展長期建設性的夥伴
關係。

共同維護自由貿易

中澳雙方不一定事事看法一致，但我們
一定要時時言行一致。相信澳方會將發展
對華關係的積極意願進一步轉化為實際行
動，並使之成為澳社會各界的普遍共識，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
見出席中美「二軌」高層對話第
五次會議的美方主席、美國前國
務卿基辛格等美方代表。
我們一致認為，美中兩國應通過
合作精神構建雙邊關係，努力加
強戰略對話，增進相互理解，促
進雙方合作，並避免兩國關係中
的消極因素發展。

2016 年 12 月 2 日
美國大選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出席中美關
係研討會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
格。
我相信推動美中關係持續、穩
定、更好地發展是美國新政府的
期待。我願繼續為增進美中相互
了解和交往合作積極發揮作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嘉欣

切實體現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真正價值。
要堅定不移維護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
中澳雙方都是自由貿易的倡導者和受益
者。中澳自貿協定實施近 3 年來，雙方一
直在相互減稅、減稅、再減稅，2019 年元
旦將進行最後一次減稅，屆時幾乎所有商
品將實行零關稅。儘管兩國貿易中方存在
逆差，但中國從未採取單邊保護主義措
施，而是歡迎更多澳洲優質產品進入中國
市場。同時我們也希望澳方為中國的投資
提供更加開放和公正的環境。我們願同澳
方攜手努力，做大互利合作蛋糕，維護以
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共同構建開
放型世界經濟。
要堅定不移促進地區穩定與繁榮。中澳
在同一個地區，地區的冷暖我們最清楚，
也最關心。中澳雙方均致力於促進地區熱
點問題的和平解決，願在亞太經合組織、
東亞峰會等區域機制中加強溝通協調，聚
焦發展與合作，積極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進程。中澳雙方在太平洋島國問題上完全
可以合作，不存在零和博弈。我們也願同
地區各國一道，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
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增進各
國之間的互信與合作，共同建設更加和平
安寧、繁榮美好的家園。

■澳洲外長佩恩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