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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抵吉爾吉斯展國事訪問
專家：推「帶路」高質量發展 新起點促上合亞信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出席亞洲相
互協作與信任措

施會議第五次峰會並對塔吉克
斯坦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前夕

，

習近平昨日在塔吉克斯坦《人
民報》、「霍瓦爾」國家通訊

社

發表題為《攜手共鑄中塔友好
新輝煌》的署名文章。

文章稱，建交27年來，中塔兩
國始終相互信任、彼此尊重，

在各領域開展了互利合作，在
國際社會樹立了不同制度、不

同

文明、不同規模國家友好合作
的典範。

中塔貿易額將破230億

文章提到，互利共贏使中塔友
好充滿活力。塔吉克斯坦第一

個同中國簽署共建絲綢之路經
濟帶合作備忘錄，成立合作委

員

會，雙方共同實施了一系列具
有標誌性的大型合作項目。杜

尚

別熱電廠的建成，讓塔吉克斯
坦首都冬季缺電成為了歷史；

中

央直轄區500千伏輸變電線的竣
工，提升了塔吉克斯坦北部電

網穩定性和安全性。中國已成
為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資來源國

和主要貿易夥伴。未來幾年，
中塔貿易額將突破30億美元

（約合234.6億港元）。

文章指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平與發

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但保護主
義、單邊主義肆意橫行，地區

形勢中的不確定因素增多。中
塔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既面

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前
所未有的複雜挑戰。中方願同

塔方攜手合作，把好機遇，共
迎挑戰。

全力打擊「三股勢力」

文章續指，我們要繪製共建「
一帶一路」的工筆畫，在

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拓展合作
空間，以戰略性大項目為重

點，優先發展能源、交通、農
業、工業等領域合作，持續

擴大貿易投資，歡迎通過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等平台擴大

對華出口，構建內容豐富、成
效顯著、惠澤民眾的務實合

作格局。要全力深化打擊「三
股勢力」（指暴力恐怖勢

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
勢力）和跨國有組織犯罪、

禁毒、網絡安全等領域合作，
更好維護兩國和本地區安全

穩定。
文章進一步指出，亞信成立以

來，順應時代發展潮流，

致力於增進各國互信和協作，
維護地區安全

穩定，為促進亞洲和平與發展
作出積極貢

獻。5年來，我們着力豐富亞
信合作理

念，充實亞信合作內涵，成立
亞信非政

府論壇、青年委員會、實業
家委員

會，加深同聯合國、上海合作
組織

等多邊機制合作，顯著提升了
亞信

國際影響力。
文章指出，塔吉克斯坦接任

亞信主席國以來，為推動亞信

發展作出積極貢獻。中方願

同塔方及其他成員國一

道，以杜尚別峰會為新起

點，推動亞信合作不斷

邁上新台階，為促進

亞洲和世界安全和發

展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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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習近
平對塔吉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亞
信峰會前夕，《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一卷塔吉克文版首發式暨中塔治國理政
研討會當地時間11日在塔首都杜尚別舉
行。
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致信祝賀《習近
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塔文版出版。
活動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
外文局、中國駐塔吉克斯坦大使館共同

主辦。塔第一副總理賽義德，中宣部常
務副部長王曉暉，塔議會下院副議長優
素菲，中國駐塔吉克斯坦大使劉彬等出
席活動。

吉爾吉斯文版早前發行
另據央視網報道，《習近平談治國理

政》第一卷吉爾吉斯文版首發式暨中吉治
國理政研討會當地時間8日在比什凱克舉
行。吉爾吉斯斯坦總統熱恩別科夫出席。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第一卷塔吉克文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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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吉爾
吉斯斯坦共產黨人黨主席馬薩利耶夫和
吉國家戰略研究所專家舍拉迪爾日前表
示，美國貿易單邊主義破壞了國際貿易
規則，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
馬薩利耶夫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

訪時說，美國此舉是向後倒退，不符合
時代要求；此外還會引發相當嚴重的後
果，在貿易、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造
成惡劣影響。
馬薩利耶夫說，中國和美國是世界

兩大經濟體，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穩

定有賴於中美兩國之間穩定的經濟關
係。現在各經濟體相互聯繫十分緊
密，美國挑起對華經貿摩擦是利己主
義行為。
就着美國以安全威脅為由打壓中國科

技企業，舍拉迪爾也表示，以無從考證
的「國家安全」為由打壓企業，是卑鄙
的手段。
他說：「美國的行為正使全球化倒

退。美國政客試圖讓世界回到『冷戰』
時期，世界變了，這些政客的想法卻沒
有改變。」

專家籲借鑒中國改革經驗
馬薩利耶夫還盛讚中國的改革開放成

就。他說，他曾多次訪華，目睹了中國
社會的巨變，中國的發展也為許多發展
中國家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益處。他期待
吉爾吉斯斯坦與中國開展更富成效的經
貿合作。
舍拉迪爾說：「我們需要借鑒中國改

革的經驗，通向繁榮的道路是多樣的，
每個國家都需要找到屬於自己的道
路。」

吉政要學者批美單邊主義逆潮流

中吉越走越親 吸引全球關注
當地時間6月12日，從北京到比什

凱克，從中亞到世界，政治家、企業
家、學者、媒體人都在留意吉爾吉斯
斯坦的新聞，生怕錯過重要的信息和

細節。是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啟程對吉爾吉
斯斯坦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九次會議。

習近平主席時隔近6年將再次踏上吉爾吉斯斯
坦的土地。6年間，兩國領導人互訪交流頻繁，兩
國關係從戰略夥伴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對於這一兩國關係質的提升，吉前外長伊馬
納利耶夫表示，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作用至關重
要。這位資深外交官強調，正是從這個角度來
講，習主席此次訪問意義重大。

無未決問題 真正好鄰居
夯實政治基礎，為中吉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未來

發展作出新規劃、新部署。這是此次元首外交的

獨特魅力和戰略作用，正是因此吸引了從北京到
比什凱克、從中亞到世界的關注。

習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指出，中吉是名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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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議會議員、「祖國黨」領導
人希克馬瑪托夫就此評論說，非常重要的一點就
是「當前吉中關係不存在任何懸而未決的問題，
雙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相互堅定支
持」。

人員往來密 吉現漢語熱
日益走深走實的務實合作無疑是造就「典範」

的牢固基礎：2018年，中吉雙邊貿易額超過56億
美元，同建交之初相比增長逾150倍。中方累計
對吉投資近30億美元。目前，中國已成為吉爾吉
斯斯坦第一大貿易夥伴國和投資來源國。

密切的人員往來既是中吉「典範」關係的結

果，又
是 發 展
「典範」關
係的保障。2018年，
兩國人員往來超過7萬人次，吉在華留學生超過
4,600名。吉出現「漢語熱」，當地已開設了4所
孔子學院和21個孔子課堂。

「朋友越走越近，鄰居越走越親。」比什凱克
已為迎接「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
作好了準備。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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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地時間12日晚抵

達吉爾吉斯斯坦比什凱克，展開國事訪問行程。應吉爾吉斯斯坦總統熱恩別科夫邀

請，對吉爾吉斯斯坦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在比什凱克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

理事會第十九次會議；應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邀請，出席在杜尚別舉行的亞洲相互

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第五次峰會並對塔吉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這是習近平主席本月上旬出訪俄羅斯後，中國

經略周邊的又一重大外交行動。專家表示，此訪雙多邊結合，行程緊湊豐富，對於深化中國同往訪國關係、推進「一帶

一路」高質量發展、在新起點上謀劃上合組織和亞信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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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各國領導人出席
非正式歡迎晚宴，集體合

影，小、大範圍會談，文件
簽字儀式，歡迎宴會等活動。

■同與會各國領導人圍繞上合組
織發展現狀和前景以及重大國際和
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同其他成員國領導人簽署並發表
《比什凱克宣言》，發展會議新聞
公報，簽署或批准涉及多個領域的
合作文件。

■同與會的有關國家領導人舉行
雙邊會見。

資料來源：央視網

訪問期間，習近平主席將分別出席吉爾吉斯
斯坦總統熱恩別科夫、塔吉克斯坦總統拉

赫蒙舉行的一系列國事活動，同兩國元首對中
吉、中塔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未來發展作出新規
劃、新部署。

元首外交 顯關係密切
專家表示，元首外交對雙邊關係發展起着戰
略引領作用。習近平主席此訪將進一步夯實中
吉、中塔關係政治基礎，引領中吉、中塔關係
在新形勢下邁上新台階。
今年4月下旬，熱恩別科夫、拉赫蒙曾來華出

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國
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李永全表示，
時隔僅一個多月，習近平主席對兩國進行國事訪
問，顯示出中吉、中塔領導人的緊密互動。
分析認為，習近平主席這一次中亞之行，將

為中吉、中塔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添磚加

瓦」，把高水平政治互信轉化為更多實實在在
的合作成果。

「一帶一路」助地區繁榮
此次到訪國中，吉爾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和

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之一，塔吉克斯
坦則是第一個同中國簽署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
諒解備忘錄的國家。兩國目前均積極推進各自
國家發展戰略同「一帶一路」深入對接。李永
全說，包括吉、塔在內的中亞國家搭上「一帶
一路」快車，有助於促進地區和平穩定、共同
發展繁榮。
中國上合組織研究中心秘書長鄧浩表示，從

雙邊貿易到旅遊、教育等領域，中吉、中塔務
實合作均有很大潛力。「合作不僅停留在雙邊
層面，在多邊國際事務上也有很大空間。」
除國事訪問外，習近平主席還將出席在吉爾

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在

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舉行的亞信峰會，在這兩
個多邊舞台上發出中國倡議、提出中國方案。

兩大峰會 催生新協作
兩場峰會有一個共同特點──上次峰會都在

中國舉行。專家表示，兩場峰會將推動2018年
上合組織青島峰會、2014年亞信上海峰會重要
成果繼續深化落實，並圍繞國際地區形勢新變
化和發展新需求，探討新的協作。
鄧浩說，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前，上

合組織如何主動作為，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正
能量和確定性，將是比什凱克峰會一大看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所長

孫壯志表示，亞洲安全形勢複雜、各國差異較
大，需要亞信這樣一個安全對話平台。去年9
月塔吉克斯坦接替中國擔任亞信主席國，相信
杜尚別峰會將在此前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各方對
話合作。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66月月
1212日日，，中國國家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乘專主席習近平乘專
機抵達比什凱機抵達比什凱
克克，，開始對吉爾開始對吉爾
吉斯斯坦進行國吉斯斯坦進行國
事訪問並出席上事訪問並出席上
海合作組織成員海合作組織成員
國元首理事會第國元首理事會第
十九次會議十九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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