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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經濟對話 時隔八年重啟

中日同促維護自由貿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日第四次經濟高層對話 16 日在東京舉
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持。王毅表
示，中日關係改善的大背景下，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時隔 8 年後得以重啟，雙
方應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取得成果，將其打造成兩國合作的新亮點。中日
又一致認為應維護自由貿易體制，反對保護主義抬頭。
毅表示，當前，中日經濟合作面臨新的
王歷史條件和宏觀環境，站在新的起點

王毅：打造「帶路」合作
他強調，雙方應珍惜得來不易的改善勢頭，
維護好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堅持互利共贏、
共同發展，致力於實現兩國經濟合作的提質升
級，重點聚焦節能環保、科技創新、高端製
造、財政金融、共享經濟、醫療養老等領域合
作。雙方應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取得成果，
將其打造成兩國合作的新亮點。雙方應共同推
進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進行中日韓自貿
區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向着早
日建成亞太自由貿易區的目標不斷邁進。雙方
應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共同維護多邊貿易
體制，共同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河野：新視角拓經貿合作
河野太郎表示，日中經濟合作是兩國關係的
重要基礎和推動力。在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 周年之際，日中關係面臨全面改善、穩定
發展的機遇。面對兩國和世界經濟形勢的新變
化，日方願同中方以新的視角規劃拓展兩國經
貿合作。日方高度重視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15 日與日本
外相河野太郎會面時表示，這次應邀
訪日，是中方對日方一段時期以來採
取積極對華政策的回應，希望能夠成
為兩國關係重返正常軌道的重要一
步，並為兩國下一步高層接觸創造條
件作出準備。他表示，中日要適應新
形勢，在新起點上推動兩國互利合作
實現提質升級。中方歡迎並樂於探討
日方參與共建「一帶一路」，使之成
為兩國合作新的增長點。
河野太郎表示，王毅國務委員兼
外長此次訪問日本是日中關係改善
的一個重要標誌，日方希望抓住當
前機遇，推動日中關係不斷向前發
展。日方熱切期待並歡迎李克強總
理赴日出席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並正
式訪日。日本將堅持日中四個政治
文件確定的原則，堅持走和平發展
道路，堅持專守防衛，這一政策不
會改變。

日方期待李克強正式訪問

上。雙方應從戰略和務實兩個層面深入溝通，
以增進理解、積累互信、促進協調、推動合
作。他指出，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
新形勢下，中國將開啟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征
程。我們將追求更高質量發展，不斷擴大對外
開放，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加快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中日經貿合作面臨新的歷史機遇。

論壇 2018 年年會開幕式上發出的重要信息。
面對保護主義抬頭，應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
核心的自由貿易體制，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處
理貿易問題。對話會上，中日兩國外交和財政
經濟部門負責人圍繞宏觀經濟政策、雙邊經濟
合作與交流、中日第三方合作、東亞經濟一體
化與多邊合作等充分交換意見，達成一系列共
識。

東馬沙巴版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特許可在中國各地發行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日本東京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持中日第四次經濟高層對話。
路透社

深化貿易合作六建譏
■積極落實兩國領導人就中日開展「一帶一
路」框架內第三方市場合作的重要共識。
■共同以實際行動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堅決反
對貿易保護主義。
■加強雙方在高端製造和創新等領域合作。
■邀請日方參加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加強雙方服務貿易合作。
■加快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努力盡早達成
現代、全面、高質量、互惠的RCEP協定。
資料來源：新華社

鍾山：加快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商務部部長
鍾山 15 日在日本東京會見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
弘成。鍾山表示，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
年年會上宣佈了中國擴大開放的重大舉措，這必將
為中日兩國經貿務實合作帶來更大發展機遇。
鍾山就深化中日貿易投資合作提出六點建議。
一是積極落實兩國領導人就中日開展「一帶一
路」框架內第三方市場合作的重要共識；二是共
同以實際行動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堅決反對貿易
保護主義；三是加強雙方在高端製造和創新等領
域合作；四是邀請日方參加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

空軍第三代超音速戰機
殲-10C 是中國自主研發的第三代改
進型超音速多用途戰鬥機，配裝先進
航電系統及多型先進機載武器，具備
中近距制空和對地面、海面目標精確
打擊能力。2017 年 7 月參加慶祝中國
人民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閱兵首次公開
亮相，受到海內外輿論廣泛關注。
殲-10C 戰機列裝空軍後，實戰實訓
逐步展開，飛行人才穩步成長，在空軍
「紅箭-2016」「紅箭-2017」體系對抗

演習中發揮重要作用，為空軍新質作戰
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礎。
殲-10系列戰機的發展歷程，見證了
改革開放為中國航空工業和空軍建設
發展注入不竭動力的全過程。與
殲-10C 先後列裝空軍航空兵部隊的
殲-20、運-20、殲-16、轟-6K 和蘇-35
等新型戰機，為空軍戰略轉型提供有
力支撐。官方稱，在練兵備戰中實戰
實訓、按綱施訓，空軍越來越多的機
師具備通飛殲-20、殲-16、殲-10C 等
多種新型戰機的能力。

中近距海陸空戰力提升
軍事專家王明志 16 日接受新華社專
訪表示，殲-10C 戰鬥值班將充實中國
軍隊攻防作戰力量體系，制空和空面

打擊能力增強，有助於形成對周邊的
空中作戰優勢，空軍有效履行使命任
務的能力將進一步提升。
王明志說，殲-10C是中國在殲-10基
礎上改進的先進多用途戰鬥機，具備
中近距制空和對地面、海面目標精確
打擊的能力。它配裝了先進感測器、
綜合航電系統和多種先進機載武器，
顯着提升了制空作戰、對地對海突擊
和信息對抗能力。在制空作戰中，可
發揮中距攻擊的優勢；在對地、對海
突擊中，可發揮信息攻防優勢，對多
種地面及海面目標實施遠近結合的精
確空面打擊。其列裝及形成戰鬥力，
標誌軍作戰戰備能力進一步增強，有
助於形成和保持對周邊空防作戰力量
的相對作戰優勢。

目前，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工程研製隊伍在全面
落實故障改進措施的基礎上，正在開展遙三火箭
研製生產，計劃於 2018 年底擇機發射。後續，
長征五號遙四火箭將實施探月工程三期嫦娥五號
探測器發射任務。
■中國空軍殲-10C戰機進行飛行訓練。

中國「拳頭」軍備亮相馬來西亞防務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火箭
軍近日在某導彈旅組織新型號導彈武器裝備授裝
接裝儀式，標誌着這個導彈旅由組建擴編、試裝
試用，轉入全面形成作戰能力的新階段。
這次整建制裝備該導彈旅的武器系統，是中國
自行研製、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新一代中遠
程彈道導彈。它核常兼備，可實施快速核反擊，
能對陸上重要目標和海上大中型艦船實施常規中
遠程精確打擊，是中國軍方戰略威懾和打擊力量
體系中的新型利器，是作戰部隊「殺手鐧」武器
中的骨幹力量。近年火箭軍大力加強核反擊與中
遠程精確打擊能力建設，持續增強戰略威懾制衡
能力，新型武器裝備建設實現新突破，多種新型
號導彈武器陸續裝備部隊，「隨時能戰、準時發
射、有效毀傷」核心能力穩步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為期4天的
第 16 屆馬來西亞防務展 16 日在吉隆坡開
幕，中國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組織五家軍貿
公司以「中國防務」整體形象參展。VT4主
戰坦克、LY-80N 武器系統、LMS 瀕海任務
艦、SLC-7 型多功能相控陣雷達等一批中國
軍貿「拳頭」產品集中亮相，彰顯中國軍工
科研生產實力。
此次「中國防務」國家展團展覽面積 400
多平方米，展品涵蓋陸海空三軍裝備。航天
長征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重點展示了 LY-80N
武器系統、CH 系列無人機等產品。中國船
舶重工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推出系列化常規潛
艇和護衛艦解決方案，展出的2600噸級常規
潛艇、4000噸級護衛艦等各類艦艇裝備，可

崔天凱：美「滲透」論對華生不公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 15 日在 2018 年沃頓中美峰會上演
講時表示，有些人在攻擊中美之間的人文交
流，炒作所謂中國的「影響」和「滲透」，甚
至把中國學生、學者在美國學習、美國很多地
方開展的漢語教學項目等都視作威脅，他認為
這對中國學生和學者是不公正的。
崔天凱說，中國學生到美國來，上的是美國
學校，念的是美國教材，受到美國老師的教
育，與美國同學相處。生活在美國社會中，我
們不擔心他們受美國的影響，為什麼會有人擔
心美國被他們影響呢？有這樣的想法是對中國
學生的不尊重，也是對美國學校和老師的不尊

重。他說，像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
這樣的高等學府難道就這麼脆弱，會被幾個中
國學生改變嗎？即使有什麼改變，這也是一個
相互借鑒、相互學習的過程，最後的結果是加
深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這有什麼不好
呢？

兩國人民利益為首
崔天凱希望美國的政治家和所謂的戰略家們
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不要走錯方向，要作出正確
的選擇。其實只要我們始終把兩國人民的利益
放在首位，真正從兩國人民的利益出發，這個
選擇是顯而易見的，也是不難作出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防科工
局16日表示，長征五號遙二火箭飛行失利故障原
因近日基本查明，改進後的芯一級液氫液氧發動
機完成多次地面熱試車考核，驗證了改進措施的
有效性。
2017 年 7 月 2 日，長征五號遙二火箭在海南文
昌航天發射場實施發射，火箭飛行至 346 秒時突
發故障。根據分析仿真計算及地面試驗結果，故
障原因為芯一級液氫液氧發動機一分機渦輪排氣
裝置在複雜力熱環境下，局部結構發生異常，發
動機推力瞬時大幅下降，致使發射任務失利。

年底擇機發射遙三

核常兼備新導彈入列火箭軍

■中國五家軍貿公司以「中國防務」整體形
象參展。
網上圖片

覽會；五是加強雙方服務貿易合作；六是加快推進
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努力盡早達成現代、全面、高
質量、互惠的RCEP協定。
世耕弘成表示，日方高度讚賞習近平主席在博鰲
亞洲論壇上提出的重大開放舉措，願和中方一道探
討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深化高端製造、服務貿易
等領域合作，努力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力爭推
動RCEP談判年內取得實質性進展。日方願意積極
維護多邊貿易體制，認為貿易保護措施對各方均沒
有好處，願同中方加強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合
作。

長五故障原因查明

中國自主研發 殲-10
10C
C 擔負戰鬥值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空軍官方微博
消息：中國空軍新型戰機殲-10C 於 16
日起開始擔負戰鬥值班任務，標誌着
空軍攻防作戰體系進一步完善，有效
履行使命任務能力進一步提升。

督 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發行：馬來西亞亞洲時報

新華社

滿足各國海軍加強力量建設的需求。中國北
方工業有限公司展示了代表 VT4 型主戰坦
克、AR3 大口徑遠程火箭等先進陸戰武器，
推出了一系列「成體系、成建制」的系統性
解決方案。中電科技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突出
展示遠程防空雷達和中程補盲雷達。保利科
技有限公司重點展示了反恐防暴和海防工程
類技術和產品。
近年來，中國軍工優勢裝備「走出去」步
伐不斷加快。2017年，中國船舶重工成功簽
約的LMS瀕海任務艦項目，是中國軍貿企業
首次向馬來西亞出口大型軍事裝備。此外，
航天長征、中國北方工業、中電科技、保利
科技等軍貿企業積極開拓東南亞市場，與各
國用戶、企業建立了廣泛聯繫和業務往來。

新聞 速遞
根據法律法規，為加強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行為、間諜行為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線索
的舉報受理工作，自 2018 年 4 月 15 日起，中國
國家安全部開通網際網路舉報受理平台網站
www.12339.gov.cn，接受組織和個人的舉報信
息。
■新華社
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相當
於國家檔案館）日前公開了記載戰時在中國反
覆進行人體實驗的、原日軍「731部隊」隊員等
3,607 人實名的名簿，這是日本方面首次公開
「731部隊」幾乎所有隊員的實名。 ■中通社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近日與杭州野生動
物世界在杭州簽約了「杭州—中華大熊貓苑」
項目，預計在 2022 年之前，將會有 20 隻大熊貓
入住杭州。該項目是浙江省首次設立的國家級
大熊貓科研繁育中心，建成後將包括飼養展示
區、繁育區、科研中心以及科普教育及文化展
示中心等場館。
■新華社

天津曹妃甸開通「海上自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津冀兩地
港口協同發展再升級。日前，裝載着17個40
呎集裝箱、共計34輛平行進口汽車的「鴨綠
江」輪，從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天津港片區
出發，運抵曹妃甸綜合保稅區碼頭。
這標誌着天津港與曹妃甸港之間的首條外
貿集裝箱班輪航線正式投入運營，實現了天
津自貿區功能向河北港口延伸拓展的重大突
破，同時也為「京津冀自由貿易港」申報奠
定基礎。
此前，由於河北省各港口國際遠洋集裝箱
航線偏少，大批外貿進口集裝箱貨物選擇在
天津港口岸辦理清關手續，然後再中轉至河

北省各港口。這不僅增加了物流成本，同時
也制約了天津口岸通關效率提升。
近年來，天津港充分發揮環渤海國際集裝
箱樞紐港優勢，着力開拓國際集裝箱班輪航
線，發展海上集裝箱中轉業務，加快推進自
貿區有關海運政策在河北港口的複製推廣，
不斷推進津冀港口深度協同邁向高品質發展
新階段。天津港至曹妃甸綜合保稅區碼頭的
新航線開通後，外貿進口集裝箱可享受到自
貿區、保稅港區和綜合保稅區多重政策疊
加，實現了兩港之間的貨物自由流動，在津
冀港口之間形成了「境內關外」的互聯互
通，極大方便了外貿企業開展跨境業務。

15 日上午，位於安徽省無為縣高溝鎮的±
1,100 千伏吉泉長江大跨越架線北岸張力場正在
緊張施工（圖），一排排導線隨着線盤的轉動
在工人們的監視下逐步向長江南岸的牽引場釋
放。隨着西電東送±1100 千伏「新疆準東—安
徽皖南」特高壓直流工程的最後一相導線順利
跨越天塹長江，世界電壓等級最高的特高壓大
跨越——昌古特高壓長江大跨越工程全線貫
通。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