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周邊外交佈局圓滿
習近平結束南亞首訪 足跡遍及近半鄰國

新聞速遞
【美誣遭華黑客攻擊 中方斥毫無根據】美國參議院

17日發佈報告稱，與中國軍隊有關聯的網絡黑客，一年
內曾20次入侵為美國軍方服務的私營運輸公司電腦系
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18日對此反駁說，中國政府
和軍隊絕不會支持任何黑客行為。美方有關指責毫無根
據，完全是站不住腳的。 ■環球時報
【台修改「食安法」刑罰加重】「餿水油」（又稱地

溝油）事件震撼台灣，台灣行政機構負責人江宜樺17日
宣布8項措施強化食品安全，包括將修法加重相關刑
罰，把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規定5年以下有
期徒刑提高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8000萬元（新台
幣，下同）以下罰金；「黑心廠商」行為致人死亡者可
能被判無期徒刑，罰款將提高10倍至2億元（約4,075
萬人民幣）。 ■中通社
【亞洲網壇一姐李娜宣佈退役】亞洲首位大滿貫單打

得主李娜19日通過微博，正式宣佈退役。李娜向球迷發
表告別信透露，由於身體已經不能抵受激烈的比賽，因
此要做出結束網球生涯的艱難決定。她感謝家人、教練
團和各大球迷對她的支持和關注。李娜2011 年贏法網
之後，今年初再贏澳網女單冠軍，世界排名最高曾升至
第二位。 ■香港文匯網
【中金黃金總經理王榮湖被帶走】中金黃金18日晚發

佈公告稱，總經理王榮湖被檢察機關帶走接受調查，目
前無法履行總經理職務，由公司董事王晉定暫時代理總
經理職務。有媒體引述分析人士觀點稱，王榮湖的被調
查可能與不久前落馬的中國鋁業總經理孫兆學有關。

■京華時報
【首例三胞胎大熊貓開眼】從廣州長隆野生動物世界

獲悉，世界首例大熊貓三胞胎陸續開眼看世界，身體已
長成黑白分明的小圓球。據大熊貓專家介紹，大熊貓寶
寶一般會在45天以上開眼。三隻小寶寶身體圓圓滾滾，
呆萌可愛。8月28日大熊貓三胞胎滿月時，長隆野生動
物世界啟動了全球徵名活動，10月中旬以前可以通過登
錄長隆官網以及關注長隆官方微信和微博，為熊貓寶寶
起名字。 ■南方都市報
【中國國家沙漠公園正式掛牌】世界上離城市最近的

沙漠——位於新疆吐魯番地區鄯善縣的庫木塔格沙漠18
日正式掛牌「中國國家沙漠公園」。同時，新疆其他8
個沙漠公園也在當天被授予「中國國家沙漠公園」稱
號，成為全國首批國家級沙漠公園。沙漠公園是以沙漠
景觀為主體，以保護荒漠生態、合理利用沙漠資源為目
的，開展公眾遊憩休閒或進行科學、文化和教育活動。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綜合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919日結束對印度的訪問啟程日結束對印度的訪問啟程

回國回國。。本月本月1111日至日至1919日日，，習近平先到訪中亞塔吉克斯坦習近平先到訪中亞塔吉克斯坦，，隨後隨後「「轉場轉場」」南南

亞亞，，訪問馬爾代夫訪問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和印度斯里蘭卡和印度33國國。。從去年就任國家主席後開局首訪從去年就任國家主席後開局首訪

俄羅斯起俄羅斯起，，習近平已訪問了中國的近半鄰國習近平已訪問了中國的近半鄰國。。專家分析認為專家分析認為，，習近平對印度習近平對印度

的訪問的訪問，，使得中國周邊外交格局得以圓滿使得中國周邊外交格局得以圓滿。。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彭博社、證券時報報道，中印18日簽署了12
份合作文件，涉及中印五年經貿發展計劃、鐵路合作、和平利用外
太空、藥品管理以及文化交流等領域的合作。印媒報道稱，中國將
在未來5年對印度投資200億美元。繼此前一天廣州市與古吉拉特
邦第一大城市艾哈邁達巴德結為友好姐妹城市之後，上海和孟買也
在18日簽署成為姐妹城市的協議。習近平主席還邀請了今年高票當
選、同樣被寄予改革厚望的莫迪明年赴華訪問。

合作協議涉鐵路金融
中國將幫助印度升級老化的鐵路系統，並在古吉拉特邦和馬哈拉

施特拉邦投資建設兩個工業園。中國還承諾，將向印度產品開放更

多的市場准入。印度方面希望中方能為印度的IT服務和製藥行業開
放更多市場。在金融領域，中國銀行計劃將在孟買開設分行。據印
度媒體報道，中國進出口銀行還計劃為印度提供10億美元的信用額
度。

IT巨頭攜手攻企業用戶
印度第二大電信運營商Reliance Communications分別與中興和

華為簽署了價值1.5億美元的諒解備忘錄，用於購買設備以及拓展
Reliance的2G和3G網絡。印度科技公司Infosys表示，公司與中
國最大的電信制造商華為達成全球合作協議，將共同向企業用戶提
供雲計算、大數據和通信解決方案。

中國5年投資印度200億美元

習近平：攜手追尋民族復興夢
香港文匯報訊 9月1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務

委員會發表題為《攜手追尋民族復興之夢》的重要演講。習近平闡
述中印友好合作，強調中印兩國要做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引領增
長的合作夥伴、戰略協作的全球夥伴。習近平介紹中國發展目標，
闡述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展望中國同南亞合作前景，表示中國願同
南亞各國和睦相處，為南亞地區發展貢獻更大力量。習近平並表
示，中國爭取在未來5年將雙方貿易額提升至1,500億美元，將中
國對南亞投資提升到300億美元，將為南亞國家提供200億美元優

惠性質貸款。
在當天的演講中，習近平強調：一個和平穩定、發展繁榮的南

亞，符合本地區國家和人民利益，也符合中國利益。中國願同南亞
各國和睦相處，願為南亞發展添磚加瓦。中國希望以絲綢之路經濟
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雙翼，同南亞國家一道實現騰飛。
習近平強調，中印兩國作為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兩支重要力量，

作為拉動亞洲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有生力量，中印關係已經遠遠超
出雙邊範疇，具有廣泛的地區和全球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
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委
員長張德江，19日早上在人
民大會堂與香港新民黨訪京
團會面。張德江表示，香港
目前有三大任務，包括要推
進民主發展、發展經濟及改
善民生。
張德江表示，當前香港面

臨三大任務，包括要理性協
商，循序漸進推進民主。
「一是要按照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循序漸
進的推進民主發展，理性協
商，邁出關鍵一步，實現
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
官的目標；二是切記發展是
第一要務，要抓住機遇，發
揮優勢，使香港的經濟不斷
繁榮發展；三是無論是發展
民主、發展經濟，目的都是
要改善民生，使市民們安居
樂業，使香港繁榮穩定。」
新民黨指，他們會繼續推

進社會支持人大常委會決
定，同時不滿意有些人違反
國家決定，擔心下一步立法
會內有政治鬥爭。他們建
議，提委會擴大組成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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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共有14個陸上鄰國，6個海上鄰國。據《中國青年
報》報道，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在

談及習近平的「兩亞行」時指出，習近平訪問過的鄰國分佈在
中國的各個方位。從習近平訪問行程來講，這一次出訪南亞
後，周邊佈局就圓滿了。他表示，如果在地圖上將這些國家進
行標注就可以發現，習近平已經先後訪問了中亞、東南亞、東
北亞，隨着這一次出訪印度這一南亞國家，中國的鄰國外交格
局已經完整構架。

「點對點」訪問創新周邊外交
去年3月，習近平將俄羅斯作為就任國家主席後的首訪國；
9月，出訪中亞四國和上海合作組織峰會；10月，訪問馬來西
亞和印尼，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今年2月，
習主席專程出席在俄羅斯索契舉行的冬奧會，為鄰居的「喜
事」捧場；6月和8月，分別對韓國和蒙古進行單獨訪問。這
種「點對點」的訪問也被認為是外交方式的創新。

「走親戚」外交體現人情味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學者趙明昊撰文分析
習近平訪問鄰國的特點，他指出，「走親戚」的概念多次出現
在習近平對鄰國的訪問中。「走親戚式」的外交體現東方文明
所凸顯的親近感和人情味，與鄰國常來常往，以真情實感打動
對象國。據中新社記述，訪問蒙古國時，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
道爾吉設家宴款待習近平主席和夫人。在介紹上述情況時，中
方特別提到「雙方在家庭式的氣氛中親密長談」。習近平稱，
這是一次「走親戚」。
「按照中國習俗，鄰居辦喜事，我當然要專程來當面向你賀
喜，同俄羅斯人民分享喜慶。」在索契，習近平主席這樣對普
京總統說。趙明昊認為，這四字箴言既是對過去幾十年我國奉
行睦鄰友好政策的總結，也體現出中國外交獨特的思想底色和
文化底蘊。而「走親戚」的提法正是對「親、誠、惠、容」周
邊外交理念中「親」字最直接的體現。
去年，習近平9月訪問中亞四國，首次倡導共建「絲綢之路
經濟帶」；10月訪問東南亞鄰邦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首次
倡議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此外，在訪問當中，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泛亞洲鐵路、印中孟緬的經濟走廊、中巴
經濟走廊也是人們經常聽到的名稱。這些具體合作措施的提
出，在中國外交部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委員陳明明看來，是中
國近來周邊政策更加務實的體現。這給中國的鄰居留下了好的
印象。「讓鄰國從中國的發展中多收益，這是習近平的周邊外
交的一個特點」。

習近平鄰國外交
2013年
3月22日至24日 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
9月7日至8日 對哈薩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
9月10日至12日 對吉爾吉斯斯坦進行國事訪問
10月2日至3日 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
10月3日至5日 對馬來西亞進行國事訪問

2014年
7月3日至4日 對韓國進行國事訪問
8月21日至24日 蒙古之行是中國國家元首11年來首次

出訪蒙古
9月12日至13日 對塔吉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
9月14日至15日 對馬爾代夫進行國事訪問
9月16日 對斯里蘭卡進行國事訪問
9月17日至19日 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

資料來源：新華社、香港文匯報

■■1818日日，，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新德里同印度習近平在新德里同印度
總理莫迪舉行會談總理莫迪舉行會談。。會會
談後談後，，雙方共同會見記雙方共同會見記
者者。。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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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解放日報》報道，19日中
國第一架C919大型客機即將在中國商飛上海浦
東總裝基地正式開始結構總裝工作。首架飛機
首先進行的是前機身與中機身的機體對接，其
它部段將在兩個月內陸續交付，並運抵上海進
行總裝。

中國商飛上海浦東總裝基地於2011
年5月開始建設，現已投入使用，到
2020年將具備150架C919大型客機和
50架 ARJ21 新支線飛機的年批產能

力。
最近，C919大型客機首架機水平尾翼部件裝

配正在中國商飛浦東基地緊張進行。這既是中
國民機第一個自動化裝配生產線的開工，也是
中國商飛自主研製部件的第一次裝配，更是浦
東基地投入使用後的第一個部件裝配。
此前，中國商飛大場基地幾次擴建，產能達

到了極限，已不能適應C919大型客機和ARJ21
新支線飛機的研發和批量生產。具有國際一流
水平的浦東基地逐步建成投用，既可以滿足
「兩大」型號研製，又能適應未來雙通道寬體
客機總裝製造需要。

仁川亞運開幕 韓星現身添彩

C919

香港文匯報訊 仁川亞運會開幕式昨日
（19日）下午 5時於仁川主體育館進
行，主題為「45億人的夢想，同一個亞
洲」，開幕式花費近200億韓圜，整個
流程將歷時4小時。雖是體育界的盛會，
但開幕式充滿濃濃的「韓星味」，「都
教授」金秀賢以及「騎馬舞」主唱PSY
都會現身，為大會增添明星光彩。
開場曲目由韓國聲樂家曹秀美與仁川

市合唱團合唱歌曲《亞洲之歌》，詞作
者為韓國著名詩人高銀。隨後的正式活
動包括亞奧會旗入場、韓國國旗入場、
代表團入場、亞奧理事會主席致辭、開
幕宣言、運動員、裁判員代表宣誓等。
在最為莊嚴的聖火點燃儀式後，是網羅
眾多韓國一線明星的歌舞表演，著名的
PSY、張東健和金秀賢等明星也登台獻
藝。

■統派陣營慶祝蘇格蘭獨立公投獲勝。 法新社

■焰火齊放，仁川亞運會開幕式正式開始。 電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蘇格蘭獨
立公投結果當地時間19日晨揭曉，反對獨
立派（「統派」）選民佔55%，贊成獨立的
比例為45%。統派陣營獲勝，蘇格蘭將繼續
作為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一部
分。根據英國中央政府與蘇格蘭地方政府
2012年簽署的協議，雙方都將尊重公投結
果。

蘇格蘭首席部長接受結果
蘇格蘭首席部長薩蒙德發表講話承認失
敗，稱接受蘇格蘭人民的意願。薩蒙德在講
話中稱，他尊重蘇格蘭人民的選擇結果，感
謝支持蘇格蘭獨立的160萬票數。同時也表
示，希望英國政府遵守給予蘇格蘭更多權利
的承諾。
據外媒報道，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公投結束

後於唐寧街10號外發表講話，稱現在聯合

王國應該團結一心，共同前進。卡梅倫稱，
蘇格蘭人民已經用投票表明了自己的意見。
蘇格蘭人民使聯合王國仍然團結在一起，卡
梅倫表示，他對此感到非常高興。卡梅倫強
調，現在不應該再有爭議，不應該再有重
複。

英首相承諾給予更多權利
他同時表示，尊重蘇格蘭國民黨在蘇格蘭

的多數領導、讓蘇格蘭人民作出自己的選擇
是正確的行動。另外，卡梅倫還稱，給予蘇
格蘭更多權力的法律草案將於明年1月公
佈。
蘇格蘭獨立公投於當地時間18日上午7時

展開，公投選票上只有一個問題：蘇格蘭是
否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選民只有兩個
選項：「是」或者「不是」。投票於當天晚
10點結束，隨即開始進行計票。

■責任編輯：徐曉明 2014年9月20日（星期六）1 重要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