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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領導人視頻共同見證
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通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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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儀式。
習近平通過視頻和正在索契的普京互致問
候。

習近平：盼打造更多拳頭項目
習近平對管道投產通氣表示熱烈祝賀，向兩
國廣大建設者致以衷心感謝。習近平指出，東
線天然氣管道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標誌性項目，
也是雙方深度融通、合作共贏的典範。2014
年，我同普京總統見證了雙方簽署項目合作文
件。5年多來，兩國參建單位密切協作，廣大
工程建設者爬冰臥雪、戰天鬥地，高水平、高
質量完成建設任務，向世界展現了大國工匠的
精湛技藝，展示了中俄合作的豐碩成果。投產
通氣既是重要階段性成果，更是新的合作起
點。雙方要打造平安管道、綠色管道、發展管
道、友誼管道，全力保證管道建設和投運安全
可靠，促進管道沿線地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
展。
習近平強調，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我
和普京總統共同宣佈發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一致決定繼續將發展中俄關係
作為各自外交優先方向，堅定不移深化兩國戰
略協作和各領域合作。當前，中俄兩國都處於
國家發展的關鍵時期，中俄關係邁入新時代。
希望雙方再接再厲，打造更多像東線天然氣管
道這樣的拳頭項目，為兩國各自發展加油助
力，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普京：兩國戰略協作達新高度
普京表示，在俄中兩國隆重慶祝建交70周年

之際，俄中東線天然氣管道投產通氣具有重大
歷史意義，將使兩國戰略協作達到新的高度。
2014年我和習近平主席共同見證該項目合作文
件簽署以來，雙方團隊在極端天氣下辛勤工
作，如期完成了建設，未來30年裡俄方將向中
方供應1萬億立方米天然氣，這將有助於落實
我和習近平主席達成的在2024年將俄中雙邊貿
易額提升至2,000億美元的共識。俄方願與中
方共同努力，確保這一標誌性戰略合作項目順
利實施。
中俄代表分別在黑河、阿塔曼斯卡亞和恰揚

金3個管道沿線站發言，向兩國元首匯報：俄
方已準備好向中方供氣、中方已準備好接氣。
普京下達指令「供氣！」
習近平下達指令「接氣！」
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楊潔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動。
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起自俄羅斯東西伯利

亞，由布拉戈維申斯克進入我國黑龍江省黑
河。俄羅斯境內管道全長約3,000公里，我國
境內段新建管道3,371公里，利用已建管道
1,740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同俄羅斯總統

普京視頻連線，共同見證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投產通氣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針對日前英國倫敦發生的一
起持刀行兇案，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昨日表示，中方對無辜遇難
者表示哀悼，恐怖主義是世界各
國面臨的共同挑戰，恐怖分子從
來不分國籍、不分宗教、不分性
別、不分年齡，因此反恐也絕不
應有「雙重標準」。
在當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有

記者問：據報道，11月29日，1
名身着偽造自殺式炸彈背心的男
子在英國倫敦市倫敦橋附近持刀
行兇，造成2人死亡。該男子最
終被警方擊斃。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華春瑩說，這是一起不幸的

案件，中方對無辜遇難者表示哀
悼，對他們的家屬和受傷人員表
示慰問，也對英國警方採取果斷
措施應對有關暴恐行為表示理解
和支持。

各國應加強反恐合作
「同時，很多人跟我一樣都

在想，如果這起恐襲案件發生
在中國，英國、美國的媒體會

怎樣報道和解讀？」華春瑩
說，根據以往的經歷，估計他
們會把兇手美化成被壓迫而不
得不反抗的「鬥士」，質疑警
察近距離開槍擊斃兇手是「過
度使用暴力」。另一方面，據
媒體報道，此案兇手有暴恐前
科。他曾於2012年因企圖對倫
敦地標發動爆炸襲擊而被判處
有期徒刑16年，去年底有條件
獲釋並提前出獄。去年12月，
法國斯特拉斯堡發生了一起暴
恐案件，相關的兇手也有犯罪
入獄記錄，一度還被法國警方
列入「極端人員監視名單」。
出獄後不久，他就在斯特拉斯
堡聖誕集市上再次發動恐襲，
釀成了無可挽回的悲劇。
「我想這些都充分說明，恐

怖主義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
戰，恐怖分子從來不分國籍、不
分宗教、不分性別、不分年齡，
因此反恐也絕不應有『雙重標
準』。各國應該加強合作，共同
探索更加有效的預防性反恐和去
極端化措施，維護各國的共同安
全。」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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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美國成為
聯合國亞太婦女權益審議會議上唯一對宣
言投出反對票的國家。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表示，事實說
明，美國不是自詡的「人權衛士」而是
「人權侵害者」。
有記者問：據報道，11月29日，在曼谷

閉幕的聯合國亞太婦女權益審議會議以
37：1的投票結果，通過《北京宣言25周
年——促進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亞太部長
級宣言》。投票結果一經公佈，現場一片
歡呼並長時間鼓掌。美國是唯一投下反對
票的國家。一些國家包括美國盟友也公開
發言對美國的頑固立場表達失望。中方對
此有何評論？

美在國際道義上是孤家寡人
「這個報道讓我回想起去年3月在日內瓦
發生的一幕。」華春瑩說，2018年3月，日

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37次會議以28：1
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在人權領域促進合
作共贏」決議，美國是當時唯一投反對票
的國家。這次聯合國亞太婦女權益審議會
議通過《北京宣言25周年——促進性別平
等和婦女賦權亞太部長級宣言》，美國再
次成為唯一的反對者，「非常生動和貼切
地說明，美國在國際道義上已成為孤家寡
人」。
「美國拒絕支持《北京宣言25周年——

促進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亞太部長級宣
言》，有什麼難言之隱呢？」華春瑩發
問。她隨即援引一組統計數據指出，美國
國內存在着嚴重的性別歧視問題，嚴重妨
礙婦女人權的實現。

美應多關注自身人權問題
她說，根據蓋洛普諮詢公司網站發佈的

調查數據，46%的美國女性受訪者對自己的

社會地位表示不滿或非常不滿。2018年1
月，美國數百萬人參加「2018 女性遊
行」，對性別政策表示強烈抗議。美國還
阻礙保障和促進婦女權利的國際努力，迄
今未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這一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
「人權並不是一句口號，它應該是具體
的、實踐的。」華春瑩說，美國在這些人
權問題上的具體表現，與它長期自詡為
「人權衛士」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是莫大
的諷刺。事實說明，美國絕對不是它自詡
的「人權衛士」，而是「人權侵害者」。
或者說，美國根本不是Human Rights De-
fender，而恰恰是 Human Rights Offender
或Human Rights Abuser。
華春瑩強調，希望美方不要再動輒以人
權為藉口伸長手干涉別國內政，而要多把
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正踐行保護人權和解決
自身嚴重人權問題上。

「促性別平等」投唯一反對票
華春瑩：美國是「人權侵害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江 黑河報
道）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管線與東北管
網系統、陝京系統、西氣東輸系統互聯
互通，共同組成縱貫南北、橫跨東西、
連接海外的天然氣管網格局，加快了
「全國一張網」建設。工程建成後，可
向東北、環渤海、長三角等地區穩定供
應天然氣資源。整條管道初步計劃2023
年建成。
中俄東線北、中、南段全線建成後，
每年可向東北、環渤海、長三角地區穩
定供應清潔優質的天然氣資源380億立方
米，每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42億
噸、二氧化硫排放量182萬噸，惠及沿線
9省市4億多人口，有效改善和緩解沿線
地區大氣污染現狀。

經9省全長逾5000公里
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從黑龍江省黑河
市入境，途經黑龍江、吉林、內蒙古、
遼寧、河北、天津、山東、江蘇、上海9
個省（市、自治區），全長5,111公里。
其中，新建管道3,371公里，利用在役管
道1,740公里，全線分北段、中段、南段
三段分段核准、分期建設。

「中國能源市場需求越來越大，而俄
羅斯能源出口格局更趨多元化。中俄東
線天然氣管道項目開通後，將惠及兩國
沿線民眾。」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
亞研究所所長笪志剛說。
笪志剛說，「除東北各省外，俄天然氣

還將被供應到首都地區和東海岸工業最發達
地區。特別是黑龍江省必將增大對俄貿易合
作，下一步可能會建設直線，讓全省更多地
區的民眾用上俄氣。」

俄專家：可把供氣提至對歐水平

另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俄羅斯
國家能源研究所所長謝爾蓋．普拉沃蘇
多夫表示，俄羅斯有能力把向中國出口
天然氣的規模提高到對歐洲供氣水平。
普拉沃蘇多夫認為，俄羅斯與中國在天
然氣領域的合作是無可避免的。他說：
「俄羅斯東部有大型氣田，把這些天然
氣供往國內市場不現實，因為沒有能消
費這麼多天然氣的人口。而氣田旁邊就
是一個人口世界第一、工業發展世界第
一的大國，所以向中國出口這些天然氣
是不可避免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昨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出席
中俄執法安全合作機制會議和中俄戰略安全
磋商的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
夫。
習近平指出，今年中俄雙方成功舉辦建交

70周年慶祝活動，兩國關係發展進入新時
代。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俄要更加
緊密地站在一起，始終做真誠可靠的戰略夥
伴，給予彼此堅定有力的戰略支持。
習近平強調，今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
加大干涉中俄內部事務，威脅兩國主權安
全，阻礙兩國經濟社會發展。普京總統表
示，這種做法大錯特錯，損人不利己，中方
對此完全贊同。我堅信，沒有任何力量能
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前進的步伐，俄羅
斯人民同樣不會受外部干涉影響，也將繼續
堅定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中俄要繼續利用好
戰略安全磋商和執法安全合作這兩個平台，
加強戰略安全溝通，增進戰略互信，維護好
各自核心利益和兩國共同安全，維護地區及
世界和平穩定。
帕特魯舍夫表示，俄中是具有戰略意義的
全面戰略協作夥伴，目前兩國各領域合作都

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中關係牢不可
破。當前美國奉行的一系列政策不僅損害俄
中兩國利益，也對整個國際體系和秩序造成
消極影響。俄中在很多重大國際問題上立場
相同或相似，雙方應繼續密切協調，維護俄
中兩國各自主權與安全，維護國際戰略穩
定，促進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維護國
際法和公正國際秩序。
楊潔篪、郭聲琨、王毅等參加會見。

「中俄要更加緊密地站在一起」

■昨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京會見俄羅
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 中新社

工程分三段 年供氣將達380億方

■在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北段黑河首站場區，工作人員從管線旁經過。 新華社

■昨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視頻連線，共同見證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投產通氣儀式。 中新社

■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正式投產通氣儀式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