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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會
冀以歷史為鑑面向未來 為亞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新聞速遞
和諧中華．第六屆海峽兩岸經典文化推廣會
演活動24日上午在濟南、台中、福州、廈門、
香港、澳門六城市同時開幕，活動參與人數達5
萬人。 ■新華社
中國國家旅遊局局長李金早在北京會見日本

自民黨總務會長二階俊博時表示，中方樂見日
方推出具有吸引力的投資政策。由二階俊博率
領的旅遊團，於22至24日訪問北京。 ■新華社
廣東省氣象台發出災害（暴雨）Ⅲ級應急響
應，據預報，本月30日到31日，受高空槽和切
變線影響，廣東將再次出現大雨局部暴雨的降
水過程。 ■新華網
嘉陵江重慶段乾枯河床上，近日挖出400多米
的大溝。據悉，是屬於為江北嘴CBD約400萬
方的建築群提供的「水空調」的一部分，是目
前中國最大的區域「水空調」項目。 ■中新社
2015中國品牌產品進口交易會在江蘇昆山落
幕。為期4天的展會期間，累計到會觀眾約4.7
萬人，達成意向成交金額逾3億元人民幣。

■新華社
據馬新社報道，警方證實在山打根海上皇海
鮮餐廳遭擄走的兩名華人受害者家屬至今接獲
綁匪組織三通電話，當中包括要求贖金。

■中新社

講話中，習近平首先回顧了中日2,000多年來一衣帶水、和平友好
的主旋律，以及近代以後由於日本走上對外侵略擴張道路，中日

兩國所經歷的慘痛歷史。他指出，歷史證明，中日友好事業對兩國和
兩國人民有利，對亞洲和世界有利，值得雙方倍加珍惜和精心維護，
繼續付出不懈努力。
「德不孤，必有鄰。」習近平指出，只要中日兩國人民真誠友好、
以德為鄰，就一定能實現世代友好。中國高度重視發展中日關係。中
方願同日方一道，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推進兩國睦鄰友好合
作。

勉年輕人投身中日友好事業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習近平
強調，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掩蓋，歷史真相不容
歪曲。對任何企圖歪曲，美化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的言行，中國人
民和亞洲受害國人民不答應，相信有正義和良知的日本人民也不會答
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牢記歷史，是為了開創未來；不忘戰爭，
是為了維護和平。日本人民也是那場戰爭的受害者。中日雙方應該本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共促和平發展，共謀世代友好，共創
兩國發展的美好未來，為亞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習近平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間，中日關係前途掌握在兩國人
民手裡。中國政府支持兩國民間交流，鼓勵兩國各界人士特別是年輕
一代踴躍投身中日友好事業，期待兩國青年堅定友好信念，積極採取
行動，不斷播撒友誼的種子，讓中日友好長成大樹、長成茂密的森
林，讓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世世代代延續下去。

發表加強民間合作倡議書
為進一步加強中日旅遊交流，鞏固兩國人民的友好合作關係，5月
20日至26日，由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二階俊博率領的日本各界人士
3,000人來華開展旅遊交流活動。大會開始前，習近平同二階俊博等日
方代表合影。大會上，中日各界人士共同發表了呼籲兩國加強民間交
流合作、為中日世代友好攜手努力的《中日友好交流大會倡議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日友好交流

大會2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出席大會並發表講話。此次大會係近年來中日民間

交往的一次盛事，有3,000餘位來自政治、經濟、旅

遊、文藝等各界的日本友好人士出席。習近平在講話

中強調，中日雙方應該本着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

神，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共促和平發展，共

謀世代友好，共創兩國發展的美好未來，為亞洲和世

界和平作出貢獻。

中新社電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3日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
會並發表講話，引起日本各大媒體的高
度關注。
就在習近平主席發表講話的當晚至夜

間，包括日本共同社、NHK電視台，以
及各主要報紙的電子版等在內的媒體，
紛紛迅速就此予以報道。其主要關注
點，集中於習主席在強調發展中日和平
友好關係的重要性、重視中日關係的同
時，也強調了在歷史問題上絕不動搖的
立場。
NHK的報道稱，習主席在人民大會堂

對來自日本的訪問團發表講話，這在他
就任國家主席後還是首次。在講話中，

習主席表示發展中日關係的基本方針不
變，但絕不容許任何企圖歪曲、美化日
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的言行。
共同社的報道稱，習主席在講話中表
示中方重視發展中日關係，願推進兩國
睦鄰友好合作。他就歷史認識問題強
調，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侵略罪行
不容掩蓋，歷史真相不容歪曲。此言可
能是針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夏發表戰
後70周年談話而加以牽制。
共同社並分析認為，日本當政者應能

從習主席講話中感受到就改善兩國關係
的回應。而安倍首相今夏發表戰後70年
談話的表述內容，或成為給兩國關係走
勢帶來影響的關鍵之處。

日媒關注習近平講話 改善中日關係中國還得「留兩手」

新華社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地時間5月23日上午在利馬主
持秘魯中資企業座談會，聽取在秘投資的國有和民營企業代表介紹生
產經營情況，並通過遠程視頻連線慰問中資企業一線員工，同他們互
動交流。李克強希望，中資企業以產能合作推動中秘合作轉型升級
李克強詳細詢問了有關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發展規劃、員工構成、

亟待解決的實際困難，以及當地產業需求、市場環境等情況，向在秘
中資企業和中方員工送去祖國人民的親切問候。
李克強表示，大家遠離祖國，奮戰在中秘合作第一線，為中秘關

係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你們中不少人工作在高海
拔礦區，在艱苦的工作生活條件下，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業績。謹向你
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

向中企提三點希望
李克強對在秘中資企業提出三點希望：一是以產能合作推動中秘合

作轉型升級；二是履行好企業社會責任；三是加強協調配合。
李克強還特別叮囑工作在高原地區的中國員工保重身體，要求派出

企業安排好、照顧好他們的生活。

與中秘文化界人士交流
另外，李克強在利馬考古、人類學和歷史博物館出席中國－拉丁美

洲文明互鑒系列活動。

李克強在秘魯部長會議主席卡特里亞諾陪同下，參觀了查文文化、
印加文化展覽和「中華文明起源」圖片展，詳細了解秘魯和拉美文明
的歷史脈絡，並向秘方介紹了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
參觀結束後，李克強和卡特里亞諾同中秘文化界人士互動交流，並

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辭。

李克強望中企推動中秘合作轉型升級
新華社電智利外長穆尼奧斯表

示，智利和中國在政治、經濟和
社會等領域的合作非常好。李克
強總理對智利的訪問是加強兩國
關係的新機遇，雙方可在貿易和
投資領域加強合作，獲得雙贏。
2012年中國和智利宣佈兩國建
立戰略夥伴關係。2014年中智雙
邊貿易額達到341億美元。穆尼
奧斯說，這一數字相當於智利對
外貿易總量的23%。李克強總理
訪問智利將成為一次里程碑式的
訪問，進一步推動兩國關係發
展。
穆尼奧斯說，兩國在訪問期間
將簽署政府共同行動計劃。這一
計劃將指引兩國合作領域的方
向。智方對兩國關係的發展非常
滿意，智利歡迎中國企業來智利
參與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在這方
面的經驗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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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24日參觀金門田埔水庫時表示，實現大
陸向金門供水是金門鄉親們想解決的一個重
要問題，現在水價等已基本談妥，下一步是
簽定合同，加緊施工，讓金門鄉親早日喝上
大陸的水，「同是一家人，同飲一江水」。
張志軍在聽完引水計劃簡報後說，任何事

情，最後一里路非常重要，如果沒有走完，
前面所有的里程都白費了。相信在兩岸共同
努力下，兩岸相關單位一定會精心推進這個
工程，確保最後一里路能夠如期走完，讓金
門鄉親儘早喝上甘美的大陸水。

計劃料6月可落實
金門縣政府水利局表示，金門引陸水預估

最快6月可以落實，初期預定每日供水1.5萬
噸、中期3.4萬噸、後期每日供水5.5萬噸。
金門水利局「金門自大陸晉江引水計劃」

簡報指出，水源來自福建省泉州山美水庫，
山美水庫庫容約6.55億噸。福建供水公司預
定設置抽水站、輸水專管，送水至丙洲出海
銜接海底管線至金門田埔。

以鋼刀喻兩岸共創和平
另外，張志軍參觀金門砲彈鋼刀廠及金門

貢糖店。張志軍在獲贈鋼刀為紀念時表示，
自己獲贈鋼刀，意義特別重大，代表兩岸化
刀為犁、共創和平。他還說，希望兩岸共同
維持和平，創造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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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軍聽取供水計劃簡報。 中新社

■李克強出席秘魯中企座談會。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參考消息網援引美國媒體報道，對於中國
正在與吉布提商討在該國建設軍事基地，倫敦大學伯克貝克
學院的專家戴維．斯蒂安表示，儘管美國媒體和國會發出危
言聳聽的評論，但經過更慎重的分析後，我們可以看出這件
事既是必然的，也會給多邊帶來好處。
戴維．斯蒂安說，吉布提本身的經濟規模很小，基本上是

充當入口的角色：亞的斯亞貝巴快速增長的貿易絕大部分要

經由吉布提的集裝箱和石油碼頭中轉。
在國際上，吉布提的主要合作夥伴包括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和阿拉伯國家聯盟。吉布提亦是歐盟反海盜任務的行動基
地，自2008年以來，中國一直積極參與該地區的反海盜行
動，包括定期與吉布提附近的北約和歐盟的船隻進行交流。
因此，中國在此尋求建立軍事基地，對任何國家都不會有不
利之處。

英專家：華吉布提建海軍基地有益多國

指向中國洩密 美再控華裔專家
香港文匯報訊據《京華時報》報道，美國天普大學物理系主

任、世界知名超導專家郗小星遭逮捕，21日出庭，美司法部指
控他向中國提供美國企業的超導技術「秘密」，以換取「名利雙
收的職位」。
一旦所涉罪名成立，郗小星面臨至多80年監禁和100萬美元罰

款。據了解，郗小星案早早「備案起訴」，調查人員援引私人郵
件獲得「證據」，把原本是郗教授與那家美國企業的民事糾紛變
成了美國政府起訴的刑事案件，而「洩密受益者」的矛頭指向中

國。
郗小星21日在位於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的費城東區聯邦法院出

庭聆訊，受到「通信欺詐」、「協助和教唆犯罪」等多項罪名指
控，稍後以10萬美元保釋。記者22日致電郗小星位於費城郊區
的家，接電話的人表示無法置評。
郗小星長期從事氧化物和崩化物薄膜的材料物理研究，是二崩

化鎂超導薄膜技術領域的領軍人物。旅美多年後，他加入美國國
籍。

中新社電黃埔海關24日在廣州透露，該部門日前一舉打掉21
個活躍在廣東、北京、浙江、湖北等地的走私犯罪團夥，抓獲犯
罪嫌疑人37名，案值約人民幣31億元，現場查扣各類海產品約
300噸。
2013年10月，黃埔海關緝私局在對關區進出口數據進行監控
時，發現進口凍水產品存在異常情況。海關人員對凍水產品

行業進行調研後發現，關區內存在多個大型凍庫，存儲了大
量進口的凍海鮮，其中不乏三文魚、銀鱈魚等本關區沒有進
口的高價值魚類。
2015年3月17日凌晨，黃埔海關辦案人員分別在東莞、廣
州、北京等地同時開展抓捕和搜查行動，將37名走私疑犯抓
獲歸案。

■習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上發表講話。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鳳凰網24日發表評論文
章，稱中國當然也要以「兩手」，應對
安倍政府的兩面性。「一手」是對安倍
政府不利中國的政策，堅持反制；對其
可能出現新的挑釁行為，堅決反擊，絕
不手軟。「另一手」則是在推動中日關
係改善的大方針指引下，推動與日本高
層交流互動關係的同時，持續不斷地加
強同日本人民在各個層次的友好往來。
文章說，中日兩國高層領導人和民間
人士大力推動兩國關係轉暖，無疑將給
走上正軌的中日關係，再次添薪加柴，
增加熱力，推動中日交往高潮的到來。
對於中日雙方的這種努力，應該給予高
度的肯定評價。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

安倍內閣的對中政策具有兩面性：一方
面，安倍首相不斷以口頭表態，或者要
與中國國家領導人見面等形式，表現他
對改善日中關係的高度重視和支持；另
一方面，安倍在國內的右翼政策從未改
變，正在積極推動新安保法案的制定和
通過，這樣的安保法案直接涉及中國的
利益，涉及亞太地區的安全和穩定。同
時，安倍政府針對中國的某些惡意種子
也沒有改變。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當然也要以「兩

手」，應對安倍政府的兩面性。「一
手」是對安倍政府不利中國的政策，堅
持反制；對其可能出現新的挑釁行為，
堅決反擊，絕不手軟。

粵破31億元凍水產走私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