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岐山出席從都論壇：引領好經濟全球化

中歐合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習近平晤德總統達共識：加深互信 護多邊主義

黃坤明：對抹黑中國人權的言論亮劍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本報記者葛沖及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昨日在人民大會堂同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舉行會談。兩

國元首一致同意，加深互信，合作共贏，推動中德全方位戰略夥

伴關係繼續深入發展，讓中德合作取得更多有利於兩國和兩國人

民、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繁榮的成果。習近平指出，中歐雙方應當

也可以在共同維護國際秩序、促進全球治理等方面相互配合和支

持，以中歐合作來維護多邊主義，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施泰因

邁爾表示，德國反對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將繼續致力於推動歐

中互利合作，促進歐亞地區同中國的互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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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首席經濟學家：
擴大開放利中國經濟增長

習近平指出，當前國際形勢正經歷複雜深
刻的演變。中德在很多問題上有相同或

相近看法，雙方應繼續加強雙多邊合作，在
造福兩國人民的同時也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
性。習近平提出以下主張：

中方：合作共贏是主流意願
深化中德關係，相互理解和信任是基礎。
合作共贏始終是中德雙方政府和各界的主流
意願。雙方要總結中德關係的成功經驗，繼
續堅持超越意識形態差異，尊重彼此的發展
道路。中方願同德方繼續保持密切高層交
往，用好雙邊豐富多樣的對話機制，加強政
策溝通。
保持中德關係的活力，需要堅持開放和創
新合作。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德國
企業在中國新一輪開放中已捷足先登。我們
願意同包括德國在內各國繼續分享中國發展
的紅利，同時也希望德國繼續對中國投資保
持開放。
拓寬合作空間，共建「一帶一路」可以提
供重要平台。中方願同歐方、德方積極探討
開展三方合作，推進「歐亞互聯互通戰略」
和「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共同做大亞歐大
市場。我們願同德方及沿線國家共同建設好
中歐班列這條貿易大通道。

雙方要持之以恒推進人文交往，積極為文
化、教育、青年、體育等廣泛領域交流搭建
更多平台。
雙方要攜手推進全球治理，共同建設開放
型世界經濟，維護多邊自由貿易體制，落實
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推動世界經濟強
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增長，共同維護以
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體系。中歐雙方應當也
可以在共同維護國際秩序、促進全球治理等
方面相互配合和支持，以中歐合作來維護多
邊主義，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希望德方繼
續為此發揮積極作用。

德方：反對任何形式保護主義
施泰因邁爾表示，很高興以德國總統身

份首次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次在中國
各地的參觀，使我更加欽佩中國改革開放
40年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成就，特別是
成功使幾億中國人民擺脫貧困並解決溫飽
問題，這一成就不容忽視。時隔10年再次
回到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後的災區面貌令
人印象深刻。德方對德中關係發展感到滿
意，願同中方加強對話，增進了解，擴大
共識，縮小分歧，深化合作，密切在國際
事務中溝通協調，共同維護自由貿易。德
國反對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將繼續致力

於推動歐中互利合作，促進歐亞地區同中
國的互聯互通。

李克強：願同德擴大人文交流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會見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德國總統施泰
因邁爾。李克強表示，中德都是世界主要經
濟體，互為重要合作夥伴。當前，第五輪中
德政府磋商成果正在逐步落實。中方願同德
方乘勢而上，繼續在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基
礎上發展兩國關係，更好實現互利共贏，這
不僅有利於兩國，有利於中歐，也有利於世
界。
李克強指出，中國正在進一步擴大開放，
一系列新舉措正在陸續落地，德國的汽車、
化工、金融企業成為首批受益者。歡迎更多
德國企業擴大對華投資，同時也希望德方為
中國企業赴德投資經營創造公平環境。我們
願同德方擴大人文交流，夯實兩國關係的民
意基礎。
施泰因邁爾表示，此訪使我進一步體會

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活力，感受到德中
日益密切的人文交流。德方願進一步擴大
雙邊貿易規模，擴大對華投資，加強雙方對
話，同中方一道共同維護自由貿易和現有
國際秩序。

今年的歐洲局勢
並 不 太 平 。 英 國
「 脫 歐 」 餘 波 未

了，最近法國又飽受「黃馬甲」抗議
困擾，總統馬克龍倡導的改革之路遭
遇層層阻攔，德國總理默克爾10月底
明確宣佈，不會再謀求連任總理，未
來德國政局將重新洗牌。目前，歐洲
經濟仍未完全走出歐債危機陰影，並
不十分景氣，而持續多年的歐洲難民
危機，更是讓原本脆弱的歐洲雪上加
霜。顯然，民粹主義浪潮正在波及歐
洲大陸。

近年來，中歐互動頻繁。今年，法
國總統、英國首相、法國總理、德國
總理、德國總統先後應邀訪華，國家
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分
別到訪歐洲，第二十次中國歐盟領導
人會晤亦在北京舉行。中歐高層對中
國與歐洲國家雙邊關係以及中歐整體

關係的發展及走向具有重要引領作
用。中國與歐洲國家雙邊關係以及中
歐整體關係的不斷發展源於彼此之間
內在的巨大相互需求。

雙邊合作空間巨大
歐盟統計局統計顯示，2017年，中

國是歐盟最大的進口貿易夥伴和第二
大貿易出口對象國，僅次於美國。

目前，中美戰略性競爭的一面正
呈現出長期化態勢，在此背景下，
歐洲對中國的重要性無疑還會進一
步得到提升，而隨着美國全球戰略的
收縮和調整，歐洲尋求與中國合作戰
略自主性亦有望進一步加強，未來中
歐可合作的潛力和空間巨大。但同
時，中國也應警惕歐洲民粹主義抬
頭等可能帶來的負面衝擊，未雨綢
繆，提早做好應對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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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2018從都國際論壇」昨日在廣州
開幕，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開幕
式並作主旨發言。王岐山表示，中
國發展和世界發展緊密相連。中國
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
大，這是中國基於自身發展需要作
出的戰略抉擇。要順應歷史大勢、
保持戰略定力，適應和引領好經濟
全球化，消解其負面影響，維護以
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加強

平等協商合作，共建創新包容的開
放型世界經濟。
王岐山表示，各國利益深度融合、

休戚與共。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的道
路，主張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
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
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人類命運
共同體。中國將堅定不移走自己的
道路，踏踏實實辦好自己的事情，
繼續以真誠的態度和開放的胸懷，
與各國互學互鑒、深化合作，始終

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
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開幕式前，王岐山同出席論壇的

世界領袖聯盟主席弗賴貝加簡短寒
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

書記李希出席開幕式。
本屆論壇主題為「改革開放與合

作共贏」。200餘位外國前政要和
國際組織負責人、中外專家學者、
商界領袖等出席。

歐洲臨變局 中國需綢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網及新華社報
道，昨日，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70
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宣部部長黃坤明指出，要有效引導
國際人權輿論，對那些在國際上攻擊、抹
黑我人權狀況的言論，要敢於發聲亮劍，
駁斥不實之辭，堅決維護我核心利益。
黃坤明在座談會上宣讀了習近平的賀
信。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人民幸福生
活是最大的人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近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華民
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
偉大飛躍。中國發展成就歸結到一點，
就是億萬中國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習近平強調，中國堅持把人權的普遍性
原則和當代實際相結合，走符合國情的人
權發展道路，奉行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

念，把生存權、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
權，協調增進全體人民的經濟、政治、社
會、文化、環境權利，努力維護社會公平
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黃坤明介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

新時代，對人權事業發展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

駁斥不實之辭 維護核心利益
一是要以發展促人權，不斷提高人權

保障水平。要聚焦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
生活需要，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各項事業，在推進發展中更加尊重人
權，在實現發展中更好保障人權。
二是堅定人權自信，講好中國人權故

事。結合理論和實踐，講好中國人民各
項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生動故事。要有

效引導國際人權輿論，對那些在國際上
攻擊、抹黑我人權狀況的言論，要敢於
發聲亮劍，駁斥不實之辭，堅決維護我
核心利益。
三是加強人權宣傳教育，提高全社會

人權保障意識。要結合實施「七五」普
法規劃，運用多種形式載體，廣泛宣傳
普及人權法治觀念，促進依法保障人權
理念深入人心。要加大人權教育培訓力
度，推動人權教育融入國民教育，建設
新一批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精心
組織不同層級、不同類別的專項人權培
訓，進一步夯實人權保障的社會基礎。
四是深化人權研究，推動中國人權話語

體系不斷完善。人權領域不同思想觀點的
鬥爭，說到底是制度模式和價值理念的交
鋒。廣大人權理論研究工作者要深入研究

和總結中國人權發展的新實踐新認識，提
煉出具有說服力、感召力的人權概念、範
疇和表述，努力建設富有中國特色、具有
世界意義的人權理論體系，真正使中國人
權話語變成世界人權話語。
五是促進人權交流，增進相互了解和理

解。加強溝通交流，是消除隔閡、增進共
識的有效途徑。要秉持平等互信、包容互
鑒、合作共贏精神，把「請進來」和「走
出去」結合起來，全方位推進與各國的人
權交流合作，擴大彼此利益交匯點和人
權話語共同點。要保持開放姿態，積極
參與聯合國人權事務，認真履行國際人權
義務，廣泛開展國際人權合作。要致力於
完善全球人權治理，積極貢獻中國智
慧、中國方案，推動構建公平正義、合理
有效的國際人權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莫里斯·奧布斯特費
爾德日前表示，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
放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積極影響」，並外溢到東
亞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進一步擴大開放有助
於促進中國經濟增長。
奧布斯特費爾德肯定中國決策層為控制信貸增

長和加強金融監管採取的政策措施，同時建議中
國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靈活性。
他指出，IMF一直與中國開展建設性合作，共

同推動IMF份額和治理改革，並將人民幣納入
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

中印聯合軍演為期兩周
外交部：希望有好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陸慷昨日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就為期兩
周的中印聯合軍演即將在成都舉行一事作出回
應。
有記者問：為期兩周的中印聯合軍演即將在成

都舉行。這是洞朗對峙事件後，時隔一年，中印
兩國再次舉行聯合軍演。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陸慷回應稱，我們希望有個好的結果。大家也

知道，自從習近平主席同莫迪總理今年武漢會晤
以來，雙方在如何通過在相互尊重、增進互信的
基礎上促進兩國交流與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等一
系列問題上達成了重要共識。
陸慷說，我們相信在兩國領導人共識的引領

下，雙方將通過共同努力，推動中印間包括防務
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取得積極成果，為兩國關係進
一步向前發展提供更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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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施泰因邁爾舉行歡迎儀式。 新華社

■■昨日昨日，，王岐山出席王岐山出席
「「20182018從都國際論從都國際論
壇壇」」開幕式並作主旨開幕式並作主旨
發言發言。。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