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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腳下有條「中國路」

吉爾吉斯斯坦是一
個內陸國家，山脈幾
乎橫亘整個國土。從
賈拉拉巴德州的農民
薩 爾 庫 拉 科 夫 家 望

去，遠處是納倫河和終年不化的雪
山，近處是有牛羊在自由奔跑的草

原，在初到這裡的外人眼中，這是一
幅怡人的風景畫。但對於薩爾庫拉科
夫和許多生活在這片山區的人們來
說，周圍有着難以逾越的天塹。

薩爾庫拉科夫說：「雄鷹都飛不過
去的雪山，是『世界的盡頭』。」

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和南部

的賈拉拉巴德、奧什是這個地形狹長
國家的重要經濟區。然而，連通這幾
個城市的公路年久失修，狹窄的道路
不過十來米寬，道路難行，物流不
暢，直接阻礙了當地經濟發展。

在中國進出口銀行優惠貸款的幫助
下，吉爾吉斯斯坦啟動了北南第二條
公路（下稱「北南公路」）建設項
目。中國路橋工程有限公司（下稱
「中國路橋」）取得了該項目一期、
二期工程的建設權，從2014年開始陸
續承建了超過250公里的北南公路項
目。

「這對我們國家太重要了」
84歲的吉爾吉斯斯坦道路交通部下

屬勘察設計院副院長阿利別加施維利
說，吉爾吉斯斯坦需要一條這樣的
路，「它不僅能連接北部和南部經濟
區，更可以成為對接中國、塔吉克斯
坦、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的通道，成
為推動吉經濟發展的動力」，「這對
我們國家太重要了」。

中國路橋吉爾吉斯斯坦北南公路2
期6標項目經理蔡煜說：「修路人這
一生可能注定走不了平坦的好路。在
二期項目中，有81公里基本上處於高

山無人區，沒有可以利用的舊道、便
道。在最開始勘測的時候，馬都上不
去，我們幾個人只能趕着幾頭驢，背
上乾糧紮到深山裡，沒有手機信號，
一兩個月不見人煙。」

相對於無人區的寂寞，惡劣的地質
條件更考驗着施工人員。

中國路橋吉爾吉斯斯坦辦事處總經
理助理金哲說：「施工條件太惡劣
了，作為控制性工程的隧道施工點海
拔3,000多米，5月時工地上空還在下
雪。一到雨季，納倫河水就漲起來，
開工以來僅便橋就沖走過三座。」

農民變司機 趕車出深山
如今，北南公路修到了薩爾庫拉科

夫家門口，他也在農忙之餘成了中國
路橋的一名司機。一些當地百姓也迫
不及待趕着小車，到賈拉拉巴德等大
城市做起了小買賣，這條公路被當地
百姓親切地稱為「中國路」。

薩爾庫拉科夫說，他相信，雪山將
不再是「世界的盡頭」。「『中國
路』不僅改變了我的生活，也將改變
這裡人們的生活，我希望我的孩子可
以順暢地走出深山，走到更遠的地
方。」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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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2014年開始陸續承建了吉爾吉斯斯坦超過250公里的北南公路項
目。 新華社

習近平今訪中亞 促多邊框架溝通
維護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文章稱，建交以來，中吉關係經受住了國際風雲變幻考驗，兩
國風雨同舟、守望相助，是名副其實的好鄰居、好朋友、好

夥伴、好兄弟，在國際社會樹立了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
贏的新型國家關係典範。

增進戰略互信 加強交流合作
文章並稱，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吉攜手合
作，共迎挑戰，確保兩國關係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是歷史賦予我
們的責任。我期待通過這次訪問，同熱恩別科夫總統一道，擘畫
中吉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未來發展宏偉藍圖，引領兩國關係和各領
域合作再上新台階。
我們願同吉方增進戰略互信，密切高層交往，加強政府、議
會、政黨、地方各層級交流合作，繼續在主權、安全、領土完整
等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在風雲激盪的國際局
勢中攜手並肩，捍衛兩國共同的戰略安全和發展利益，為實現兩
國繁榮富強共同奮鬥。

對接發展戰略 便利貿易投資
我們願同吉方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加快推進發展戰略對
接，共同落實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深化農
業、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等領域合作，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我們願同吉方加強安全合作，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
安全觀，合力打擊「三股勢力」、販毒、跨國有組織犯罪，維護兩
國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共同營造地區和諧穩定的安全環境。
我們願同吉方擴大人文交流。雙方要提升教育、科技、文化、衛
生、青年、媒體、聯合考古等領域合作水平，讓兩國人民心更近、
情更深。
我們願同吉方密切國際合作，加強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亞
信等多邊框架內的溝通和協調，共同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
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支持多邊主義，推進經濟全球化進
程，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上合成員國構建新國際關係
文章指出，上海合作組織成立18年來，成員國秉持互信、互
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
神」，堅定遵循《上海合作組織憲章》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定的宗旨和原則，樹立了相互尊重、
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典範，為促進地區穩定和繁
榮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章稱，上海合作組織高度重視安全、經濟、人文、對外交往
等領域合作，嚴厲打擊「三股勢力」，着力深化共建「一帶一
路」同各國發展戰略和地區合作倡議對接，不斷加強貿易、投
資、互聯互通、能源、創新、人文等領域合作，大力拓展同觀察
員國、對話夥伴以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夥伴關係，致力於打造
更加緊密的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
文章說，吉爾吉斯斯坦擔任上海合作組織輪值主席國以來，為
推動本組織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比什凱克峰會將取得豐碩成果，推動上海合作組織得到更大
發展，更好造福地區各國人民。

亞洲相互協
作與信任措施
會議（CICA，
即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
sures in Asia），簡稱亞信會
議，是一個有關安全問題的
多邊論壇，其宗旨是在亞洲
國家之間討論加強合作、增
加信任的措施。
峰會和外長會議均為每四

年舉行一次，兩會交錯舉
行，間隔兩年。
截至2019年1月，亞信會議
共有成員國27個、觀察員13
個。 亞信主席國前後由哈薩
克斯坦、土耳其、中國擔任。
2018年，中國將亞信主席國
職責交予新任主席國塔吉克斯
坦。
亞信會議橫跨亞洲各區

域，涵蓋不同制度、不同宗
教、不同文化、不同發展階
段，具有廣泛代表性。
亞信的宗旨是通過制定多邊

信任措施，加強對話與合
作，促進亞洲和平、安全與
穩定。
現已制定軍事政治、新威
脅新挑戰、經濟、生態、人
文等五大領域信任措施。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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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

合新華社、中新社

報道，6月 12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

啟程對吉爾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上海合作組織

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九次會議、亞洲相互協作與信

任措施會議第五次峰會。習近平並在吉爾吉斯斯坦

《言論報》、「卡巴爾」國家通訊社發表題為《願中

吉友誼之樹枝繁葉茂、四季常青》的署名文章。文章

指出，我們願同吉方密切國際合作，加強在聯合國、

上海合作組織、亞信等多邊框架內的溝通和協調，共

同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

本準則，支持多邊主義，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推動

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亞信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針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近期一些關於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的言論，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昨日回應表示，從
蓬佩奧散播的有關新疆的不
實之詞來看，他對中國新疆
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認識。
「我要提醒蓬佩奧先生的
是，他的公開表演越充分，
他的真實面目暴露得也就越
充分。任何干涉中國內政的
企圖都注定會失敗。」

美清真寺數量不及疆十分之一
在當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

上，有記者提問，一段時間以
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了
一些關於中國新疆的言論，稱
中國政府至少將100多萬穆斯
林少數民族人士拘禁在「再教
育營」，長期破壞當地穆斯林
民眾的信教自由，並試圖消滅
維吾爾族文化和伊斯蘭信仰。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

都有一句話『眼見為實』。我
不知道蓬佩奧先生有沒有去過
新疆，但從他散播的那些關於
新疆的不實之詞來看，他對中
國新疆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認
識。」耿爽說。
耿爽表示，第一，新疆根本

不存在所謂的「再教育營」。
新疆依法開辦職業技能教育培
訓中心，旨在幫助少數受恐怖
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想侵蝕的人
重回正軌，幫助他們掌握自食
其力的技能並最終重新融入社
會。建立教培中心以來，新疆
已經近三年未發生過暴力恐怖
事件，安全形勢得到極大改
觀。
第二，新疆各族人民依法享

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這一
事實有目共睹。新疆現有清真
寺2.44萬座，平均每530位穆
斯林就擁有一座清真寺。「根

據我看到的公開數據，美國全
國的清真寺數量還不到新疆的
十分之一。」
第三，維吾爾族文化得到有

效的保護和發揚。新疆維吾爾
族人民依法享有使用本族語言
文字的權利。新疆的媒體使用
漢、維吾爾等多種語言進行廣
播出版，維吾爾木卡姆藝術被
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
錄」。

蓬佩奧置事實不顧
「我剛才說過，蓬佩奧先生

似乎對新疆缺乏基本的了解，
但這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
的關鍵是，他願不願意去了解
一個真實的新疆。」
耿爽說，如果置事實和真相

於不顧，醉心於編織謊言和謬
論，妄圖打着人權、宗教的幌
子，干涉中國內政，那就是性
質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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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廣電：中國經濟在風浪中穩健前行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10日公佈的數
據，今年前5個月中國貿易進出口總值達12.1萬億元
人民幣，同比增長4.1%。與此同時，在剛剛過去的
中國端午假日期間，內地旅遊接待總人數同比增長
7.7%，旅遊收入同比增長8.6%。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國際銳評」欄目指出，今年前

5月中國外貿數據和假日消費好於預期，是在美國再
度升級貿易摩擦背景下取得的，實屬來之不易。中國
經濟這片大海盤子大、底子厚，迴旋能力強，無論外
部有多大的風雨，都只是「滄海一粟」，最終會被大
海吞沒。

增內需重科研 賦經濟新動能
事實上，沒有經歷狂風驟雨的洗禮，大海就不能稱

之為大海。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國際金
融危機，中國經濟一直在各種風浪考驗中前行，並變
得更加強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
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中國經
濟總量已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擁有一個約14億人
的全球最大消費市場和全球最完備的工業體系。這一
巨大容量，使得中國經濟應對風浪有足夠底氣。

儘管如此，速度與總量目前已經不是中國經濟的代
名詞，高質量發展正成為中國經濟鮮明的特徵。目
前，內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100%，
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中國經濟對外貿依
存度降至33%左右，經濟結構不斷優化。2018年，中
國全社會的科研支出佔到GDP比重的2.18％，科技
進步對經濟的貢獻率達到58.5%，中國首次進入全球
創新指數前20強……這種經濟的轉型升級與創新驅
動，無疑為中國經濟大海抗擊外來風浪賦予了新的動
能。
文章強調，在風浪中保持穩健前行的中國經濟，一直

是世界經濟海洋的「穩定器」。
儘管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在中國經濟這片大海上掀起

了風浪，但中國的表現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經濟發展
健康穩定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支撐高質量發展的生產要
素條件沒有改變，長期穩中向好的總體勢頭沒有改變。
在這樣的大勢面前，不管有多大的風雨侵襲中

國經濟這片大海，它們掀起的不過是小水花。中
國仍將繼續按照自己的節奏，加快改革、擴大開
放，辦好自己的事。風浪之後，中國經濟大海將
更加動力澎湃。

◀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
什凱克街道上掛起了上
合組織峰會標語牌。

新華社

▲習近平今日將啟程對
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進行國事訪問。圖
為新疆伊爾克什坦出入
境邊防檢查站邊檢執勤
民警田欣雨（左二）向
候檢的吉爾吉斯斯坦旅
客介紹該站便民服務。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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