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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X」合作概念文件發佈
王毅：維護好自由貿易 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這場時隔三年再次開啟的三國外長
會備受外界矚目。王毅表示，中

日韓合作20年歷程的啟示是，只有不
斷增進互信，合作才能行穩致遠；只有
加深利益融合，合作才有強大動力；只
有妥善處理分歧，才能保障合作大局。

推動三國合作邁上新台階
王毅表示，三國要把握好合作方向，

推動合作始終沿着正確軌道向前發展。
三國要維護好雙邊關係，尊重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關切，妥善處理出現的問
題。要加強科技、大數據、人工智能和
5G等領域合作，希望韓、日為各國企
業提供公平、非歧視、可預期的營商環
境。要打造好民意基礎，大力開展體
育、電影、老齡化等惠及民眾的交流合
作。要維護好自由貿易，構建開放型世
界經濟，為年內結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談判發揮應有作
用，推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取得新的階
段性進展，還要推進「中日韓＋X」合
作，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康京和、河野太郎表示，同意積極推

進三國合作，加快RCEP和中日韓自貿
區談判，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
易。積極開展「中日韓＋X」合作，推
動三國合作邁上新台階。
三方就籌備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事宜充分交換了意見並達成重要共識。

發揮互補優勢與可持續發展
「中日韓＋X」合作概念文件指出，
2018年5月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上，三國領導人重申將進一步深化和拓
展在本地區的合作，一致同意開展「中
日韓＋X」合作，帶動本地區可持續發
展。
文件稱，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眾多，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三國合作
亟待在現有進展的基礎上開拓新領域、
探索新模式，實現提質升級。三國可在
擁有優勢的領域開展「中日韓＋X」合
作，與其他國家分享成功經驗。
在合作目標上，文件提出，凝聚三國
共識，提升合作水平；發揮互補優勢，
推動區域內外共同與可持續發展。
在實施方式上，文件稱，三國主管
部門可協同外交部門，通過對話磋商
探討確定合作方式和項目，根據需要
舉辦聯合研討會、人員交流與培訓等
活動。中日韓合作秘書處可在未來探
討和實施「中日韓＋X」合作項目中
發揮適當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

新華社報道，第九次中日韓外長

會昨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務委

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主持會議，韓

國外長康京和、日本外相河野太

郎出席。外長會發佈「中日

韓＋X」合作概念文件，提出自

願、平等、開放、共贏、透明和

可持續的合作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國國防部正
式通知國會，美方擬向台灣出售總價約80億美元的
66架F-16先進戰機及相關設備和支持，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將採取一
切必要措施維護自身利益，包括對參與此次售台武器
的美國公司實施制裁。
有記者提問，北京時間8月21日，美國國防部正式

通知國會，美方擬向台灣出售總價約80億美元的66
架F-16先進戰機及相關設備和支持。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耿爽表示，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嚴重違反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
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一七」公報規定，嚴重干涉中
國內政，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中方對此堅決反
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抗議。中方將採取一切
必要措施維護自身利益，包括對參與此次售台武器的
美國公司實施制裁。
耿爽表示，必須指出，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

土完整，涉及中國核心利益。中方維護自身主權、統
一和安全的決心堅定不移。我們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
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立即撤銷上述對台
軍售計劃，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軍事聯繫。否則，由
此造成的一切後果必須完全由美方承擔。

中方：將制裁對台售武美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近日涉華言論，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一個頻頻「變臉」「毀
約」「退群」，動不動就掀桌子走人
的國家，根本沒有資格對他國談守
信、談承諾、談履約。

頻頻變臉毀約退群
有記者提問，蓬佩奧19日接受採訪

時稱，中方曾在香港、南海、人權等
問題上作出過諸多承諾，我們必須達
成一項可驗證、可執行的貿易協議，
確保不會受到中國不守信行為的影
響。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表示，中國人一向講究君子一言，

駟馬難追。孔子兩千多年前就教育我們
要「言必信，行必果」。這是我們的文
化傳統，也是我們的為人處事之道。中
國在遵守國際條約、履行國際義務方面，
有着很好的信譽記錄。

他指出，倒是美國，動輒就違背承
諾、推翻共識、踐踏規則，遠的像退
出《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問題全
面協議》就不說了，近的美國剛剛退
出《中導條約》，對自己作出的事關
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的重大承諾說反
悔就反悔，有何信譽可言。
「一個頻頻『變臉』『毀約』『退

群』，動不動就掀桌子走人的國家，
根本沒有資格對他國談什麼守信、談
什麼承諾、談什麼履約。」耿爽說。

中美之間高度互補
此外，有記者提問，特朗普表示美國
必須「應對中國」，美國經濟因此遭受
的影響是短期的。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表示，我們多次指出，中美經貿
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中美已經成為
彼此最大貿易夥伴國和重要投資對象國，
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
格局。目前美國企業在華年銷售額達7,000

億美元，利潤超過500億美元。如果僅
是一方受益，一方吃虧，就不可能形成
今天這種中美之間高度互補、深度融合
的互利互惠關係。中美合則兩利、鬥則
俱傷，雙方存在經貿分歧不可怕，關鍵
在於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
耿爽強調，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一個健康穩定的
中美關係不僅符合兩國利益，也是國
際社會的普遍期待，我們希望美方能
夠同中方相向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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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穩定
為基調的中美關係。

動輒掀桌走人 美無資格對他國談守信
耿爽回應蓬佩奧涉華言論：

主要合作領域
可持續經濟
三國可發揮各自經濟優勢，探討以適當方式促進域內
外共同發展

生態環保
三國在環境領域開展了緊密有效的合作，並將繼續積
極推進在海洋塑料垃圾、生物多樣性、空氣污染、氣
候變化等環境領域的地區和國際合作

減災
三國都是災害多發國家，在應對自然災害方面有豐富
經驗和先進技術，可探討幫助地區國家提高防災減災
救災水平，提升減輕災害風險的公眾教育和意識

衛生
三國在傳染病和老齡化領域開展了許多務實交流，合
作基礎扎實，可在現有合作基礎上探討與其他國家開
展相關合作

減貧
三國在減貧領域經驗豐富，並積極同地區國家分享。
根據對象國實際需要，中國、日本和韓國分別實施了
「東亞減貧合作倡議」、小微金融扶貧合作和「人
民、和平和繁榮」政策，可探討與其他國家開展相關
合作

人文交流
為深化民眾間彼此了解和信任，三國政府和中日韓合
作秘書處舉辦了許多人文和教育交流項目。三國可利
用這些經驗，與其他國家開展相關合作

■來源：新華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韓國外交部長
官康京和昨日在北京與日本外務相河野太郎舉行
會談，會議持續35分鐘，雙方就韓日矛盾所持的
意見分歧仍較大，未見緩和對立跡象，但就為化
解矛盾而保持對話達成共識。
據韓國媒體報道，兩國外長就日本對韓限貿、二
戰韓籍勞工索賠案、朝鮮半島局勢等交換意見。河
野太郎當天提前抵達會場，與媒體記者交談，待康
京和抵達後，雙方握手合影後進入會場。
康京和在會上對日本將韓國移出出口白名單再

次表示遺憾，並指出當前形勢嚴峻，強烈敦促日
本政府立刻撤銷相關措施。對此，河野太郎闡明
了日方原有立場。
康京和指出，韓日出口管制部門應早日對話，日
本外交部門對此需付出努力。河野太郎就強徵勞工
問題提出日方的立場後，康京和同樣重申韓方立場。
康京和還傳達了韓國政府對福島核污水處理問題的
看法，並呼籲日本政府就此作出明智的決定。
河野太郎呼籲韓國政府對旅韓日本人的安全問

題予以關注。康京和則表示，在日本「厭韓」情
緒高漲的情況下，希望日方關注韓國人和旅日韓
僑的安全問題。
會談後，康京和表情嚴肅地首先走出會場，對
於會上是否談論續簽《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的記者提問未作回答。河野太郎也同樣未接受記
者採訪。
韓國外交部此前介紹稱，韓日兩國局長級官員

已於20日提前會面，但雙方仍存較大意見分歧。
康京和20日出發前往北京前，也暗示此次會談恐
不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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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
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昨日在北京第九
次中日韓外長會上表示，中日韓應
為東亞合作和地區安全發揮引領
性、穩定性和建設性作用。
王毅表示，中日韓在亞洲和世界

上都是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我們
都關注地區穩定，關心世界繁榮，
並願共同為此作出努力。
我們要在東亞合作中發揮引領性

作用。在保護主義抬頭、世界經濟
前景不明情況下，中日韓作為重要
經濟體，應為地區發展提供更多確
定性和正能量。要加強在東盟與中
日韓、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和
湄公河次區域合作中的協調配合，
積極看待和呼應彼此提出的合作倡

議。要推動地區合作聚焦亞洲，聚
焦共識，堅持開放包容。要在力爭
年底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談判基礎上，探討東亞經濟共同
體建設的路徑，規劃更高水平的區
域經濟合作藍圖。

亞洲安全是身邊的安全
我們要為地區安全發揮穩定性作

用。亞洲的安全是我們身邊的安
全，與三國的安危息息相關。我們
應當更加重視彼此的關切，更加積
極開展相互間的協調。希望三方探
討符合本地區特點的地區安全架
構，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
續的安全理念。以鄰為壑，終將損
人不利己；冷戰思維，是開歷史倒

車；尋求對抗，必將導致雙輸。中
國堅決反對美國試圖在亞太部署陸
基中導。中國將堅持奉行防禦性國
防政策，我們願意同韓、日一起，
共同維護好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我們要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發揮建設

性作用。當前半島局勢穩中有變，其
中的不確定性值得各方重視。朝美達
成的建立半島和平機制和實現半島無
核化的重要共識來之不易，值得珍惜。
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只能向前，不
能停滯，更不能倒退。中方的立場是
明確和一貫的，那就是按照「分階段、
同步走」思路，通過談判協商，切實
解決各方合理關切，包括朝方在安全
保障、緩解制裁方面的正當關切。希
望各方為此繼續作出努力。

共同維護地區安全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
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20日晚在北
京古北水鎮會見來華出席第九次中
日韓外長會的韓國外長康京和、日
本外相河野太郎。
王毅說，我和我的同事們選擇長

城腳下舉辦此次中日韓外長會，因
為我們東方人能夠解讀萬里長城蘊
含的文化符號和文明密碼。中日韓
三國都是有着悠久歷史的國家。歷
史既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也留下
了深刻的教訓。我們從歷史中走

來，不能忘卻歷史，不能回避歷
史，只有正視歷史，才能面向未
來、開闢未來。
王毅表示，中日韓都是世界重要

經濟體，在當前單邊主義盛行情況
下，無論是出於三國的各自利益和
共同利益，還是國際社會的共同願
望，都應團結一致，共迎挑戰。三
方合作要超越彼此的分歧和矛盾，
致力於地區的和平穩定和共同繁
榮，現在恰是我們加強合作的重要
時機。希望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

接下來的三國外長會能夠順利舉
行，凝聚更多共識，並為年內舉行
領導人會議做好充分準備。
據介紹，古北水鎮位於北京市密

雲縣古北口鎮，背靠中國最美、最
險的司馬台長城，坐擁鴛鴦湖水
庫，是京郊罕見的山水城結合的自
然古村落。古北水鎮景區是在原有
的五個自然村落的基礎上整治改建
而成，保存有精美的民國風格的山
地四合院建築43萬平方米，總佔地
面積9平方公里。

三國只有正視歷史才能開闢未來

■昨日，第九次中日韓外長會在北京召開，並發佈「中日韓＋X」合作概念文件，提出自願、平等、開放、共贏、
透明和可持續的合作原則。圖為王毅（中）、韓國外長康京和（左）、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會後合影。 中新社

■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