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問題：
中美關係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

■「台獨」勢力及其分裂活動是當前
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中方
堅決反對「台獨」勢力及其各種
分裂活動，堅定維護自身主權和
領土完整。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
礎。

南海問題：
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
可爭辯的主權

■中方在自己的領土上建設民用和必
要防禦設施是行使國際法賦予主權
國家的權利，完全正當合法，與
「軍事化」無關。

■中方敦促美方尊重事實，停止任何

損害中方主權和
安 全 利 益 的 行
為，有利於降低安全風險。

新疆事務：
希望美方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促進新疆經濟社
會發展，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同時
依法打擊民族分裂和暴恐犯罪活
動，當前新疆社會大局穩定，希望
美方尊重事實，客觀看待有關問
題，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經貿問題：
推動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朝鮮半島問題：
支持美朝直接對話，雙方將繼續就半
島問題保持溝通與協調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中方在熱點問題上的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
報道，當地時間9日下午，
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
在華盛頓與美國國防部長馬
蒂斯舉行會談。
魏鳳和說，習近平主席
與特朗普總統達成的一系
列重要共識，是中美關係
發展的戰略引領。雙方應
認真落實兩國元首共識，
努力實現不衝突不對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共
同為世界和平繁榮作出積
極貢獻。雙方應積極穩妥
處理兩軍關係，加強戰略
溝通、增加戰略互信、擴
大交流合作、妥善管控風
險，研究探討防止意外摩
擦衝突的規則辦法，努力
使兩軍關係成為兩國關係
的穩定器。

促雙方加強溝通避免誤判
馬蒂斯贊同魏鳳和關於穩

定發展兩國兩軍關係的主
張。他說，美方無意圍堵中
國，發展建設性的兩軍關係
始終是美方目標，希望兩軍
充分利用現有對話機制溝通
協調，加強危機管控，避免
誤解誤判，推動在更多領域
開展務實合作。
雙方還就南海問題、台灣

問題、半島問題等交換了意
見。魏鳳和指出，中國軍隊
堅決反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
徑，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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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致力與美一道實現互尊共贏
第二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 就元首G20會晤及各自戰略意圖進行深入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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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右）在北京中南海
紫光閣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
靜北京報道）原計劃10月
中旬舉辦的中美第二輪外
交安全對話最終於11月9

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此間國際問題研究專
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在兩國關係遇困之
際，以「2+2」規格延續兩國溝通磋商機制的
第二輪外交安全對話重新啟動，透露了兩國
都願意繼續溝通與對話的積極信號，釋放了
兩國關係緩和跡象，也為即將舉行的兩國元
首會晤鋪路。專家分析，中美兩國之間存在
的分歧不會因為一次對話就得以解決，兩國

關係要想趨穩，關鍵還在於美國以實際行動
切實落實在此次對話中作出的「希望同中方
發展基於尊重、對等的建設性、富有成果的
關係」的承諾和表態。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原美國研究
部主任劉卿表示，中美外交安全對話是中美
兩國元首去年4月在海湖莊園舉行首次會晤
時達成共識的4個對話機制之一，目的在於
通過對話管控分歧。但在中美貿易戰、台灣
問題、南海緊張局勢升級的情況下被推遲。
劉卿認為，第二輪外交安全對話在中美兩

國關係比較緊張的情況下舉行，至少對外透

露出中美兩國都願意繼續保持對話與溝通。
另外，美方在第二輪中美安全對話中提出
「希望同中方發展基於尊重、對等的建設
性、富有成果的關係」，這是一個新的表
述，也是一個亮點，「釋放出兩國關係放緩
的跡象。」劉卿指出，但是要想讓兩國關係
趨穩，關鍵還在於美國需要拿出實際行動，
落實互相尊重的關係。
這位專家指出，第二輪外交安全對話主

要是戰略層面的，不會談及中美貿易問
題，但是會為即將舉行的中美兩國元首會
晤鋪路。

兩國關係欲趨穩 美需落實「尊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時隔11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將再次訪問新加坡。分析人士
預計，中新關係將在此訪中提質
升級，在雙邊、地區乃至全球層
面，釋放合作與開放的紅利。
應新加坡共和國總理李顯龍邀
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於
12日至16日對新加坡進行正式
訪問，並出席相關會議。此訪是
今年下半年，中國面向周邊開展
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動。
據悉，李克強將與新方領導人

回顧和總結兩國關係發展的成功
經驗，規劃和部署兩國務實合
作，重點推動「一帶一路」、創
新等領域合作，並就區域合作、
多邊貿易體制以及共同關心的重
要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將共同發
表兩國政府聯合聲明，體現此訪
成果和雙方共識。兩國領導人還
將見證簽署經貿、金融等領域一
系列合作文件。
中國駐新加坡大使洪小勇近日
指出，中新務實合作正在「一帶
一路」倡議助推下，形成提質升
級、全面拓展的新局面。2013年
以來，中國連續5年成為新加坡
最大的貿易夥伴，新加坡也連續
5年成為中國最大的新增投資來

源國。中新合作促進了區域互聯
互通，如「南向通道」建設和第
三方合作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直接連接起
來，將中新互補優勢拓展到更加
廣闊的市場。

自貿協定升級可期
新加坡是目前東盟國家中唯一

同中國簽署了雙邊自貿協定的國
家。不久前，中新雙方宣佈完成
自貿協定升級談判，目前正在履
行各自的法律程序。
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陳曉東此

前表示，雙方簽署自貿升級協
定，將有利於推動兩國經貿合作
向更高水平、更深的層次、更廣
的領域發展，也表明中新雙方將
繼續攜手努力，共同維護自由貿
易和多邊貿易體制。
北京大學教授翟崑認為，李克

強總理此訪，將在頂層設計和務
實合作領域推動兩國共建「一帶
一路」，自貿協定升級等具體合
作成果可期。這意味着，在貿易
保護主義「逆風」中，中新務實
合作將實現從領域、方式到內涵
的再次跨越，為兩國關係發展、
地區貿易合作和維護全球自由貿
易，注入巨大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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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王岐山昨日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美國
前國務卿基辛格。
王岐山表示，中美建交近40年來，兩國關係
歷經風雨，但總體向前，為兩國民眾帶來巨大
利益，也促進了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歷史
的啟示是，相互尊重、平等協商、互利合作是
兩國關係唯一正確的選擇。中美雙方應當順應

潮流，不斷加深相互了解，促進各領域交流合
作，妥善管控分歧，探索新形勢下兩國相處之
道，推動中美關係在下一個40年取得更大發
展。讚賞基辛格博士為中美友好所作的貢獻。
基辛格表示，美中兩國共同利益大於分

歧。贊同通過平等對話和協商解決兩國間當
前問題，對美中關係未來發展達成共識，願
為此作出努力。

王岐山晤基辛格：應妥善管控分歧

中美雙方圍繞做好習近平主席和特朗
普總統在阿根廷二十國集團領導人

峰會（G20）期間會晤籌備工作進行了
深入討論，並就中美雙邊關係以及共同關
心的重大國際與地區問題進行了充分溝
通。對話是坦誠、建設性、富有成果的。
楊潔篪指出，本月1日，習近平主
席和特朗普總統進行了很好的通話。
兩國元首同意中美雙方推動兩國關係
在健康穩定基礎上取得新進展，在阿
根廷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舉行
會晤，這為兩國工作團隊指明了努力
方向。
雙方高度評價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
發展的戰略引領作用，認為當前形勢
下兩國元首阿根廷會晤對維護中美關
係穩定發展更具重要意義。雙方同意
按照兩國元首通話精神，加強溝通，
密切配合，精心籌備，確保這次重要
會晤取得積極成果。

美方：同中方發展尊重對等關係
雙方就各自戰略意圖進行了深入溝
通。中方強調，中國堅定不移走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與世界各
國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
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
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而不是為了
挑戰誰或取代誰。中國始終是世界和
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
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堅定奉行防禦
性國防政策，適度發展軍力是為了維
護國家安全。中方無意同任何人搞軍
備競賽。中國軍隊始終是維護和促進
地區和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堅強、積極
力量。中方尊重美方的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美方也應同樣尊重中方的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方始終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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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亞太
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作出

積極貢獻。
美方介紹了美國戰略意圖和對華

政策，強調美方歡迎中國經濟發
展，樂見中國取得成功，無意遏制
中國。美方希望同中方發展基於尊
重、對等的建設性、富有成果的關
係。雙方認為，維護中美關係穩定
發展符合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根
本利益。雙方同意按照兩國元首確
定的方向和原則，在相互尊重基礎
上管控分歧，在互利互惠基礎上拓
展合作，共同推進以協調與合作為
基調的中美關係。

兩軍致力落實「海空相遇」準則
魏鳳和表示，中方始終抱着最大誠意

發展中美兩軍關係。中國軍隊堅定捍衛
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發展利益，希望
雙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加
強溝通交流、增進互信，推動兩軍關係
成為兩國關係的穩定器。中美雙方同意
兩軍保持各層級交往並加強機制性對
話，增進溝通，降低風險。雙方將就建
立兩軍《危機預防溝通框架》保持溝
通，並致力於落實「重大軍事行動相互
通報機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
則」兩個互信機制。
中方重申了在經貿問題上的原則立

場。雙方認為，應當切實落實好兩國
元首近日通話所達成的共識，支持兩
國經濟團隊加強接觸，就雙方關切問
題開展磋商，推動達成一個雙方都能
接受的方案。
雙方認為，中美擁有廣泛合作空

間，應一道努力，推進在經貿、兩
軍、執法、反恐、禁毒、地方、人文
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給兩國人民帶
來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
雙方還就阿富汗、中東等其他國際

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同意加強溝通
與合作，為推動有關問題的妥善處理
和解決發揮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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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國防部長馬蒂斯在華盛頓共同主持第二輪中美外交安全對

話。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參加。共同會見記者時，楊潔篪

表示，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雙方在經貿領域存在的

問題，是兩國經濟結構、產業分工和發展階段不同造成的，應通

過對話協商妥善加以解決。中方對話協商的大門始終敞開。希望

雙方團隊按照兩國元首日前通話精神，在平等、誠信基礎上加強

接觸溝通，推動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99日日，，中國中國
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
鳳和鳳和（（右右））與美國國防與美國國防
部長馬蒂斯在華盛頓舉部長馬蒂斯在華盛頓舉
行會談行會談。。 新華社新華社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99日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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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右二右二）、）、國國
防部長馬蒂斯防部長馬蒂斯（（右一右一））在華盛頓共同主持第二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在華盛頓共同主持第二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參加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參加。。 新華社新華社

■■55月月1818日日，，中新互聯互通中新互聯互通
南向通道班列南向通道班列（（昆明—欽州昆明—欽州
港港））雙向首發雙向首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美防長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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