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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哈關係水平高
“帶路”合作成果豐

﹂

阿布德拉赫曼諾夫外長首先說，納扎爾巴耶夫
總統即將對中國展開國事訪問，充分說明哈

獨家專訪
上海合作組織元首峰會日前在青島舉行。
上海合作組織元首峰會日前在青島舉行
。這是中國今
年四大主場外交之一，
年四大主場外交之一
，將對歐亞地區局勢甚至國際格局產
生深遠影響。
生深遠影響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出席峰會前於
7 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 哈外長阿布德拉赫曼諾夫日前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書面獨家專訪，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書面獨家專訪
，就包括哈國與香港合
作在內的中哈關係現狀和前景、“
作在內的中哈關係現狀和前景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與“光明之
路”兩大倡議的對接
兩大倡議的對接、
、上合組織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等問題
回答了記者提問。
回答了記者提問
。

中關係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訪問必將給哈中全面
戰略伙伴關係持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調，哈中之間不存在任何懸而未決的分歧，包括元
首會晤在內的各級別合作機制運轉良好。哈方高度
評價 150 萬哈薩克族中國公民發揮的作用，將他們
看作是溝通哈中友誼的“金橋”。

哈中將簽署若干重要文件

《青島宣言》規劃未來

他透露，納扎爾巴耶夫總統將與習近平主
席在雙邊和多邊場合深入交換意見，為兩國關
係未來規劃藍圖。雙方還將簽署若干雙邊重要
文件。他表示，哈方高度重視對華關係，兩國
的政治互信和睦鄰合作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建
交 26 年來，哈中政治互信不斷增強，經貿合作
持續深化，簽署的一系列條約法律文件為雙邊
關係奠定了堅實基礎，建立了各層級的協作工
作機制。
哈中不僅在雙邊，而且在多邊國際和地區組
織內，如聯合國、上合組織和亞信會議等框架內
進行了積極協作，涵蓋了政治、經濟、人文和安
全等各個領域。為了協調好雙邊合作，兩國 2004
■阿布德拉赫曼諾夫表示，哈中關係具重 年成立了哈中合作委員會，雙主席現分別為哈第
要性和特殊性。
哈薩克斯坦外交部提供 一副總理阿斯卡爾．馬明和韓正副總理。他強

阿布德拉赫曼諾夫強調，青島峰會是一次具有
標誌性意義的大事，上合成員國元首首次以“八國
模式”聚集一堂，上合組織已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
並享有盛譽的多邊國際組織，有效維護了歐亞地區
的安全和穩定，攜手應對了各種挑戰和威脅，增強
了各成員國間的經貿和人文合作水平，各國睦鄰友
好和相互協作的潛力得以挖掘。峰會期間，元首們
將討論國際社會所面臨的最緊迫日程，簽署規劃上
合組織未來發展方向的《青島宣言》。他表示，哈
國致力於加強上合組織在現代國際關係體系中的作
用，主張嚴格遵守該組織通過的基礎性文件，恪守
“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
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哈方願與各國一道，
為保障本地區的安全穩定，應對各種新挑戰、新威
脅，為了成員國的可持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樹廣

高度評價 帶 路 兩倡議對接

八國模式 首聚青島 哈外長：：具標誌性意義

﹁

﹁
﹂
﹁
﹂

■阿布德拉赫曼諾夫與國際媒體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焯羚 攝
在回答記者提出的中方“絲路經濟帶”
倡議與哈方“光明之路”倡議對接取得了哪
些成果時，阿布德拉赫曼諾夫指出：習近平
主席2013年9月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首次提
出“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絕非偶然，
因為哈是“絲路經濟帶”向西行的第一站，
是溝通中歐的樞紐，是歐亞大陸橋的主要路
段。納扎爾巴耶夫 2014 年提出的“光明之
路”倡議與“絲路經濟帶”倡議高度吻合。
習近平主席去年 6 月訪哈期間，兩國元首積
極評價“帶”“路”倡議對接在產能合作和
交通通道建設上所取得的早期成果。兩國目
前正在落實 51 個大項目，金額達 270 億美
元（約29萬億億韓元），為哈國創造了兩萬
個新就業崗位。去年投資額 1.43 億美元
（約1.5千億韓元）的4個項目投產；今年再
有投資額 19 億美元（約 2 萬億韓元）的 6 個
項目即將投產。

哈中基建合作形勢喜人
阿布德拉赫曼諾夫指出，哈中在基礎
設施建設領域的合作形勢喜人，短時間裡就有 2 千公
里鐵路、4 千公里公路投入運營，完成了一些海港和
空港的改造，哈國已成為連接亞歐兩洲、南方與北方
的重要交通走廊。現在，歐亞大陸 70%的陸上通道經
過哈國。2017年共有21.1萬個集裝箱往返中歐之間，
比 2016 年的 10.45 萬箱增長了逾倍，數目每年都翻
番。從中國經哈國到歐洲和伊朗等波斯灣國家的陸路
運輸優勢明顯，貨物只需要 15 天左右，海運則要耗
時一個半月至兩個月。此外，總長 3 千公里的中國西
部—西歐洲際公路已近完成，其中的哈境內段已於去
年竣工。這樣，這條運輸大動脈的年貨運量將有望達
到 3 千萬噸，中哈霍爾果斯陸路口岸也運營良好。總
之，哈中兩大倡議的對接前景廣闊，潛力巨大。

■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擁有各種風格的
建築物，
建築物
，成為國家現代化象徵
成為國家現代化象徵。
。
網上圖片

港產片受青睞 哈青愛赴港留學
在回答“香港在哈國人眼中是什麼形象、
港哈合作有哪些亮點”時，阿布德拉赫曼諾夫
充滿興奮之情，對港哈之間的文化人文交流成
果如數家珍。

14日免簽方便港人旅遊
他盛讚“香港不僅是亞洲，也是國際金融
貿易中心，東西方文化在此薈萃，在香港的經
濟、教育、文化和建築等方面均有明顯表現。
哈國人對香港情況很了解，很喜愛，可以脫口

說出許多港產片和明星的名字來”。
他特別提到雙方在教育領域卓有成效的合
作，目前有逾 100 名哈國大學生在港就讀，主
要集中在香港理工大學、浸會大學和港大等
校，4、5年前還僅有不到10名學生。這一數字
的變化說明，哈國人十分認可香港東西方融匯
的教學方法和高質量的教育水平。香港高校已
與哈國立大學、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等高校建立
了緊密聯繫，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交換計
劃正在順利實施。同時，港青赴哈國旅行的興

喜讀史書 推薦阿拜阿烏埃佐夫

阿布德拉赫曼諾夫 1964
年 4 月 21 日出生在塔爾迪庫爾
干州潘菲洛夫市。1980 年代
蘇聯時期，他在哈薩克列寧
理工學院教授政治歷史課，養成了嚴謹求實的
學風，喜歡從歷史角度觀察問題。
在談及“自己的愛好和對香港讀者有何建
議”時，這位一年四季都在飛的哈外交部掌門
人慨嘆道，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實在太快了，快
得近乎病態，讀書也成了奢侈之事。但他總會
抽時間多陪陪親朋好友，閱讀有趣的書，包括
科技、藝術、文獻類和體育方面的書，歷史書
當然是他的最愛。
他 向 讀 者 特 別 推 薦 哈 薩 克 19 世 紀 著 名
詩人阿拜．庫南巴耶夫的詩，阿爾．法拉
比和沙卡里姆．庫塔別爾濟耶夫的哲學著
作；還有蘇聯哈薩克族作家阿烏埃佐夫的
長篇小說《阿拜的道路》，葉辛別爾林的
《游牧民族》等，這些作品已譯成中英
文。
他特別強調，今年哈國與鄰國吉爾吉斯斯
坦一道，隆重紀念蘇聯吉爾吉斯族名作家艾特
瑪托夫誕辰 90 周年。他向香港讀者強烈推薦
艾氏的小說，稱“他的小說百看不厭”。

趣也在提高，香港中學生和大學生赴哈參觀的
人數也在增加。
他對哈港文化交流合作表示滿意。今年3月
哈文化體育部與特區民政事務局簽署諒解合作備
忘錄，為雙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去年下半
年，香港博物館首次展出了哈國博物館提供的珍
貴的絲路文物。今年9月，香港青年音樂家將與
哈國同行一道，在阿斯塔納聯袂演出。今天，香
港已成為最受哈國人歡迎的旅遊目的地之一，這
得益於雙方14天免簽證制度和直航的開通。

打擊“三股勢力”任重道遠
■不少中國企業進駐哈薩克斯坦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焯羚 攝

哈薩克斯坦有哪些風景名勝值得遊玩？
哈薩克斯坦有哪些風景名勝值得遊玩？
阿布德拉赫曼諾夫特別為香港讀者列出了一
份建議清單：
份建議清單
：

人 文 景 觀
1. 亞薩維墓
亞薩維墓：
：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
，位於哈南部突
厥斯坦市。
厥斯坦市
。
2. 古絲綢之路遺蹟
古絲綢之路遺蹟：
：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
，位於哈
東和南部，
東和南部
，屬於全長 5,000 公里的長安—
天山廊道的一部分。
天山廊道的一部分
。

恰倫峽谷

香港文匯報記者焯羚 攝

3. 謝米列契
謝米列契((七河流域
七河流域))的塔姆加雷
的塔姆加雷(Tamgali)
(Tamgali)
考古遺蹟：
考古遺蹟
：位於哈東南部
位於哈東南部。
。

自 然 景 觀
1. 恰倫峽谷
恰倫峽谷：
：位於哈南部
位於哈南部。
。
2. 卡因迪湖
卡因迪湖：
：位於阿拉木圖東南
位於阿拉木圖東南130
130公里
公里。
。
3. 阿爾埃米爾國家公園
4. 布拉拜國家自然公園：因森林和湖泊而聞名
5. 阿斯塔納
阿斯塔納：
：哈首都
哈首都，
，擁有各種風格的建築
物，哈薩克斯坦現代化象徵
哈薩克斯坦現代化象徵。
。

布拉拜國家自然公園

上合組織中的44 個中亞成員國緊鄰阿富汗和中東
上合組織中的
地區，當地反恐形勢複雜嚴峻
地區，
當地反恐形勢複雜嚴峻。
。所以
所以，
，上合成立之
初便將“
初便將
“打擊國際恐怖主義
打擊國際恐怖主義、
、宗教極端主義和民族
分裂主義‘
分裂主義
‘三股勢力
三股勢力’，
’，維護本地區安全穩定作為
維護本地區安全穩定作為
自己的關鍵任務，
自己的關鍵任務
，為此進行了緊密的協作
為此進行了緊密的協作”。
”。阿布
阿布
德拉赫曼諾夫外長直言不諱地表示。
德拉赫曼諾夫外長直言不諱地表示
。
他說，
他說
，國際恐怖主義的行為方式和手法花樣翻
新，這一點最讓人憂慮
這一點最讓人憂慮。
。因此
因此，
，反恐維穩仍將是上
合組織的重中之重。
合組織的重中之重
。他指出
他指出，
，在上合組織各成員的
共同努力下，
共同努力下
，中亞地區一直保持着穩定
中亞地區一直保持着穩定，
，各國安全
部門順利實施 2016 年至 2018 年打擊
年打擊“
“三股勢力
三股勢力”
”綱
要。預計在青島峰會上
預計在青島峰會上，
，八國元首將簽署新的 2019
年至2021
年至
2021年打擊
年打擊“
“三股勢力
三股勢力”
”綱要
綱要。
。
阿富汗是上合組織以外最大的恐怖主義威脅來
，保證阿富汗的安全穩定
源。而各成員國協調一致
而各成員國協調一致，
至關重要。
至關重要
。 目前
目前，
， 上合組織
上合組織“
“ 阿富汗問題聯絡小
組”的作用不可或缺
的作用不可或缺，
，它為實現阿富汗民族和解和
安寧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安寧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