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站：意大利

■在羅馬同馬塔雷拉總統、孔特總理舉行會談，會見兩院議長

■同孔特總理共同見證簽署多領域合作文件和協議，將進一步
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合作

■訪問西西里大區首府巴勒莫

第 站：摩納哥

■中國國家主席首次訪問摩納哥

■將同阿爾貝二世親王舉行會談，就中摩在政治、經濟、人
文、文化、環保等領域的合作深入交流

第 站：法國

■同馬克龍總統舉行大小範圍會談，小範圍宴請

■會見菲利普總理，國民議會費朗議長和參議院拉爾謝議長

■見證簽署能源、交通運輸、農業、金融、文化、科技等領域
的合作協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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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新華

社及記者葛沖報道，國家主席習近

平今日（21日）啟程，對意大利、

摩納哥、法國三國進行國事訪問。

習近平主席在意大利《晚郵報》發

表題為《東西交往傳佳話 中意友誼

續新篇》的署名文章，文章說我們

願同意方共建「一帶一路」，發揮

兩國「一帶一路」合作的歷史、文

化、區位等優勢，把「一帶一路」

互聯互通建設同意大利「北方港口

建設計劃」、「投資意大利計劃」

等對接，在海上、陸地、航空、航

天、文化等多個維度

打造新時期的「一帶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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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1日（星期四）■責任編輯：鄭慧欣

北京鼓勵中企
與歐開展5G合作

中意多維度共建新時期「帶路」
對接意北方港口等計劃 拓物流能源多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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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今日開啟對歐洲三國意大利、摩納哥
和法國的國事訪問。央廣電在「國際
銳評」文章中指出，中國最高領導人
將今年首次出訪選擇歐洲，讓外界感
覺有些不同尋常，經貿關係、「一帶
一路」、人文交流……成為他們解讀
此訪的關鍵詞。

追求共贏作為合作目標
用中國外長王毅的話來表達，習主

席此次訪歐發出的信號清晰而明確，
那就是不管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方
將中歐關係置於對外關係的重要和優
先方向。他預言，習近平主席此訪是
今年中國對歐盟外交的「高光時
刻」。
文章分析說，中歐關係開啟「高光

時刻」，首先來自元首外交對雙方
關係的重要戰略引領作用。五年

前，習主席訪問歐洲時就表示，要
從戰略高度看待中歐關係，將中歐
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兩大文明結
合起來，共同打造中歐「和平、增
長、改革、文明」四大夥伴關係。
在這一戰略引領下，中歐五年來唱
響合作共贏的主旋律，在各方面都
取得了有韌性、有活力的新發展，
彼此的共同利益、共同立場、共同
目標在不斷增多。
文章進一步指出，中歐關係開啟

「高光時刻」，源自中歐不同制度國
家一直堅持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中國
和歐洲不少國家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
十分不同，彼此處在不同發展階段，
在經貿領域還存在着市場競爭的關
係，但這並沒有阻礙雙方一直穩中有
升地向前推進彼此合作。中歐互為最
大的貿易夥伴，今年前兩個月雙邊貿
易總值為7,376.3億元，增長8.9%，佔

中國外貿總值的16.2%。究其原因，就
在於雙方始終把追求共贏作為合作的
目標和基礎。

發揮團結互信穩定力量
文章最後指出，中歐關係開啟「高

光時刻」，源自當前國際變局迫切需
要中歐發揮團結互信的穩定力量。進
入2019年，世界依然充滿變數，歐洲
更是如此，在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
義、民粹主義、恐怖主義的疊加影響
下，歐洲將迎來歐盟換屆選舉。在這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人們更需要大
國外交關係給人以穩定性、正能量。
習主席新年首訪歐洲三國，不僅要為
「一帶一路」倡議與歐盟實現歐亞互
聯互通戰略的對接，為全球經濟可持
續增長提供新動能，也將為區域內國
家無論大小推進友好相處、合作共贏
開闢新天地。

央廣電：中歐關係開啟「高光時刻」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主國家主
席習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席習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會見美國哈佛大學大會堂會見美國哈佛大學
校長巴科校長巴科。。據新華社報據新華社報
道道，，習近平讚賞巴科擔任習近平讚賞巴科擔任
哈佛大學校長後首次出訪哈佛大學校長後首次出訪
就來到中國就來到中國，，稱讚這體現稱讚這體現
了巴科校長對中美教育交了巴科校長對中美教育交
流的重視流的重視。。希望中美人文希望中美人文
交流取得更多積極成果交流取得更多積極成果。。
願同哈佛大學等美國教育願同哈佛大學等美國教育
科研機構開展更加廣泛的科研機構開展更加廣泛的
交流合作交流合作。。

兩國人文交流
期盼成果更多
習近平指出習近平指出，，教育交教育交
流合作是中美關係的重要流合作是中美關係的重要
組成部分組成部分，，有助於增進中有助於增進中
美友好的民意基礎美友好的民意基礎。。新中新中
國成立國成立7070年來年來、、特別是特別是
改革開放改革開放4040年來年來，，大批大批
海外學成歸國的人才為中海外學成歸國的人才為中
國的發展建設作出了重要國的發展建設作出了重要
貢獻貢獻。。他山之石可以攻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玉。。我們主張互學互鑒我們主張互學互鑒，，
鼓勵留學鼓勵留學，，支持中外教育支持中外教育
交流合作交流合作，，希望中美人文希望中美人文
交流取得更多積極成果交流取得更多積極成果。。
我很高興我很高興，，去年底我同特去年底我同特
朗普總統在阿根廷會晤朗普總統在阿根廷會晤
時時，，他也表示支持中美教他也表示支持中美教
育交流合作育交流合作。。
習近平強調習近平強調，，改革開改革開
放放4040年來年來，，中國的快速中國的快速
發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發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
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國致中國致
力於推進教育現代化力於推進教育現代化、、建建
設教育強國設教育強國、、辦好人民滿辦好人民滿
意的教育意的教育。。我們將擴大教我們將擴大教
育對外開放育對外開放，，加強同世界加強同世界
各國的交流互鑒各國的交流互鑒，，共同推共同推
動教育事業發展動教育事業發展。。在此過在此過
程中程中，，我們願同哈佛大學我們願同哈佛大學
等美國教育科研機構開展等美國教育科研機構開展
更加廣泛的交流合作更加廣泛的交流合作。。
巴科表示巴科表示，，此訪不僅此訪不僅

作為哈佛大學的校長作為哈佛大學的校長，，也也
代表着美國高校來促進美代表着美國高校來促進美

中教育交流中教育交流。。美中高校等教育文化機美中高校等教育文化機
構保持和深化交流合作構保持和深化交流合作，，從長遠看對從長遠看對
促進美中關係至關重要促進美中關係至關重要。。哈佛大學擁哈佛大學擁
有大量中國留學生有大量中國留學生，，漢語在外語中的漢語在外語中的
普及率名列前茅普及率名列前茅。。中國政府高度重中國政府高度重
視視、、大力加強高等教育令人欽佩大力加強高等教育令人欽佩，，哈哈
佛大學願繼續推進同中國教育科研機佛大學願繼續推進同中國教育科研機
構的交流合作構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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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歐洲南部的意大利國土猶如皮靴，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就
像皮靴上的足球，是地中海最大島嶼，也是西西里島第一大
城，擁有地形險要的天然良港。這裡遼闊而富饒，氣候溫暖風
景秀麗，盛產柑橘、檸檬和油橄欖。由於其發展農林業的良好
自然環境，歷史上被稱為「金盆地」。

當地有機械、造船、化學、紡織、食品、印刷和玻璃等工
業。農產品集散地，漁港，商業繁榮。

巴勒莫歷經多種不同宗教、文化的洗禮，因此市區建築呈現
截然不同的風貌。因為保存有珍貴的中世紀文化遺產，許多人
把這裡和佛羅倫斯相提並論，歌德曾經稱這裡是「世界上最優
美的海岬」。 ■資料來源：新華社、百度百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外交
部副部長王超昨日在吹風會上表示，中方將繼
續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同歐洲國家開展包括
5G在內的電信領域的相關合作。
王超表示，中方一貫鼓勵中國企業積極開
展國際合作，同時也一貫鼓勵中國企業按照商
業原則和國際規則，在遵守當地法律法規的基
礎上開展合作。
據介紹，中意在電信領域開展了良好的合
作。中國企業實際上是憑着自己的優質產品
在意大利開展合作的，也為意大利國內創新
和數字化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中方將繼續
支持中國企業同意大利開展電信方面的合
作。
王超說，實際上，在電信領域，特別是在
5G方面，中國與歐盟已經開展了相關合作。

比如，2015年，中國和歐盟簽署並發表了中
歐5G戰略合作聯合聲明。中方願繼續鼓勵中
國企業開展相關合作。

平等互利自願基礎上合作
在被問及中國在歐洲國家開展的港口等基

礎設施合作是否會帶來過剩問題，王超表示，
相關合作屬於經濟合作項目，完全是正常的國
際商業行為，是在充分遵循市場規則和商業原
則基礎上開展的務實合作，雙方合作建立在平
等、互利、自願的基礎之上，堅持公開透明，
為雙方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中國企業到歐洲
開展投資合作在創造經濟效益同時，也產生了
良好的社會效益，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就業
作出了積極貢獻，得到了當地員工和民眾的高
度讚賞和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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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首府巴勒莫：
皮靴上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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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訪歐行程

■■ 習近平應馬塔雷拉總統邀請對意大利進行國事訪問習近平應馬塔雷拉總統邀請對意大利進行國事訪問。。圖為圖為
20172017年習近平歡迎訪京的馬塔雷拉年習近平歡迎訪京的馬塔雷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習近平同巴科夫婦交流。
中新社

■■ 位於意大利羅馬位於意大利羅馬
的威尼斯廣場的威尼斯廣場。。

新華社新華社

2020年中國與意大利將迎來建交50周年。習近平在文章中指出，建交以來，無
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兩國始終相互信任、密切合
作，樹立了不同社會制度、文化背景、發展階段國
家互利共贏的典範。中意兩國牢固的傳統友誼歷久
彌新，成為雙邊關係快速穩定發展的堅實支柱。

提升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文章指出，2004年兩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以來，雙方發揮高層交往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在事
關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理解、堅定
支持，成為確保中意關係長期穩定發展的堅實後
盾。中意互為重要貿易和投資夥伴，兩國利益深度
交融。2018年，雙邊貿易額突破500億美元，雙向
投資累計超過200億美元。「意大利製造」是高品
質產品的代名詞，意大利時裝、傢具廣受中國消費
者青睞，比薩餅、提拉米蘇為青少年所喜愛。兩國
在衛星、載人航天等領域合作喜報頻傳，中意科技
創新合作周、警務聯合巡邏、足球培訓等活動受到
兩國人民熱烈歡迎。
文章指出，意大利著名作家莫拉維亞寫道：「友
誼不是偶然的選擇，而是志同道合的結果。」當今
世界正面臨百年不遇之大變局。把中意關係提高到
新的更高水平，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
榮，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我願通過這次訪問，

同意大利領導人一道擘畫中意關係藍圖，引領中意
關係進入新時代。
我們願同意方提升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密切高層

交往，加強政府、議會、政黨、地方各級別合作，
強化政策溝通，增進戰略互信和戰略對接，繼續相
互理解和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夯實雙邊
關係政治基礎。

促進多邊主義自由貿易
我們願同意方拓寬務實合作領域。中國將擴大對

外開放，通過每年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方
式，同包括意大利在內的世界各國分享中國市場機
遇。雙方可以深入挖掘在港口物流、船舶運輸、能
源、電信、醫藥等領域合作潛力，鼓勵兩國企業開
展第三方市場合作，實現互利多贏。
我們願同意方密切人文交流。雙方要加強兩國世

界遺產地結好，鼓勵兩國文化機構和個人互辦高水
平文物和藝術展，聯合拍攝影視作品，加強語言教
學，促進人員往來。
我們願同意方加強國際事務和多邊組織內的協

調。中方願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歐會議、世
界貿易組織等框架內，同意方加強在全球治理、氣
候變化、聯合國改革、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等重大問
題上的溝通和配合，維護共同利益，促進多邊主義
和自由貿易，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