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海外華文新媒體高峰論壇開幕

報告：中日提升經貿合作須強化六方面

中俄智庫：兩國關係須再上層樓
要堅持不懈增進戰略互信 不受第三方挑撥離間

「習普會」前中俄「頭腦風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備受矚目的上海合作組織青

島峰會下周登場，俄羅斯總統普京亦將展開新一屆任期內的首次對華

國事訪問行程。中俄智庫高端論壇（2018）昨日在北京舉行，以「中

國與俄羅斯：新時代的合作」為主題，兩國智庫暢談新時代的中俄合

作。原國務委員，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中方主席戴秉國指

出，中俄關係必須更上一層樓，要做到不論第三方如何挑撥離間，中

俄雙方都不擔心彼此的關係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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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盼參與雄安新區建設

戴秉國形容，中俄關係已發展成為當
今世界最正常、最健康、最成熟、

最有質量的新興大國關係。但世界上還是
有人只想自己一家好，不希望別人也好，
也不希望中俄之間關係好。着眼於中俄兩
國自身發展，中俄關係必須更上一層樓。
雙方絕不能滿足於現狀，而是要一心一
意、毫不動搖地共同努力把中俄全面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提高到一個新的更高水平。
戴秉國強調，雙方必須與時俱進，長

期堅持不懈地增進戰略互信，要做到無論
中國和俄羅斯如何強大，彼此都不擔心對
方會損害自己的利益，不論第三方如何挑
撥離間，彼此都不擔心雙方關係將因此而
受到削弱。

俄方盼建新型國際秩序
俄羅斯副外長、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
會理事莫爾古洛夫在論壇上表示，俄中正
在塑造新的地緣政治格局。發展俄中關係
是俄羅斯的重中之重，同樣也是中國外交
的重要方向。俄方希望俄羅斯總統普京6
月份即將對中國的訪問將為實現兩國戰略
夥伴關係的潛力提供新的動力。而展望未
來，構建多元、包容、平等、互信的新型
國際秩序，將是兩國合作的重要方向。
俄羅斯原安全會議秘書、原外長、俄羅
斯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伊萬諾夫指出，俄
中在安全問題上的合作具有特別重大的意
義。他說，俄中不分老大和老二。俄中關
係代表着一種新型大國關係與合作模式。
兩國關係發展既符合自身需求，也符合世
界歷史的發展規律。他建議，俄中要加強
高科技、投資等領域的合作，比如攜手開
發信息程序、人工智能、信息安全等。

上海合作組織秘書長阿利莫夫表示，
俄中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演員，兩國
堅定地捍衛着世界和平。在整個世界歷史
發生着巨大變化的今天，上海精神得到了
世界更多的認同，而俄中兩國亦向全世界
展現了全新的風範。在上合組織的發展過
程中，俄中應該也能夠發揮更重要的作
用。

中方力推共建命運共同體
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張漢暉表示，在

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的戰略引領下，中
俄關係正處於最積極、健康、穩定的發展
階段，合作道路越走越寬，合作內涵越來
越豐富。展望未來，中俄要繼續從以下方
面加以努力：一是持續深化政治和戰略互
信；二是下大力氣推進經濟利益融合對
接；三是進一步築牢民心工程；四是攜手
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盧嘉寧

表示，俄中都面臨複雜的國際局勢，其原
因來自於美國等西方國家政治、安全、人
文等領域的壓力。俄中關係不是聯盟關
係，但兩國關係廣度、深度和內涵不亞於
「聯盟」關係。兩國關係早已雙邊合作範
疇，形成了以俄中為中心的為世界多元化
而奮鬥的中心，雙方合作是本着互利共贏
的原則的。俄中關係有其獨一無二的靈活
性，有能力應對當今世界各種複雜的局
勢。此外，美國亦不能分裂俄中關係。
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表示，俄中

關係擁有廣泛共同利益，不存在競爭，對
國際局勢有共同看法，俄中合作有利於兩
國和兩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並且前景非常光
明。

距普京連任俄總統
後首次對華國事訪問
10天前夕，來自中俄

兩國的前高官、知名學者和地方代表聚集
一堂，圍繞「中國與俄羅斯：新時代的合
作」主題建言獻策，展開一場完美的「頭
腦風暴」。
戴秉國是中國公認的「蘇聯通」、「俄

羅斯通」，一生與中俄（蘇）友好工作密
不可分。他的演講充滿一個外交老兵的戰
略思維和憂患意識「一定要使兩國關係更
上一層樓，10天後的『習普會』再次體現
了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特殊性和
重要性。」最後還建議，「一定要解決中

俄合作中人才短缺問題，這個短板是個戰
略問題。」
俄駐華大使杰尼索夫不僅是位「中國

通」，更是位出色的演說家，甫發言便引
用「山雨欲來風滿樓」、「前途是光明
的，道路是曲折的」來形容時下人類社會
面臨的百年劇變的複雜性、不確定性和深
刻性。這位曾長期主管東方事務的俄外交
部常務副部長認為，「國際挑戰使俄中走
得更近，而且如有的西方學者形容的那
樣，中俄雖不是結盟國家，但雙方關係卻
具有盟國性質。」他更為俄羅斯麵粉大作
廣告，「中國朋友告訴我，從俄羅斯進口
的麵粉質量很好，做出的麵條抻得更長

了。」他妙語連珠的演講不時引發聽眾會
意的笑聲。
上合組織秘書長阿利莫夫也在論壇開幕

式上發言，他認為「怎樣評價中俄關係的
重要性都不為過，中俄是當代國際舞台的
兩大主角，更為上合組織的建立和發展作
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他的發言引發與
會者廣泛共鳴。李鳳林、于洪君、王海
運、盧賈寧等活躍在兩國思想庫的智者坦
誠交流，來自俄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的代
表與中國東北三省的官方代表真情對話。
黑龍江（俄阿穆爾河）水奔流不息，中俄
學人的「頭腦風暴」仍在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樹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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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智庫高端論壇（2018）昨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原國務委員戴秉國、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莫爾古洛夫、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謝伏
瞻、俄羅斯原外長伊萬諾夫等嘉賓出席論壇開幕式。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俞晝 杭州報
道）第三屆海外華文新媒體高峰論壇昨日在杭州
召開，來自全球53個國家和地區的165家海外華
文媒體負責人、知名僑領和專家學者逾300人出
席盛會，共同探討新時代海外華文新媒體的使命
擔當和歷史性發展機遇。
本屆論壇由人民日報社、浙江省人民政府指
導，人民日報海外版、杭州市人民政府主辦，人
民日報海外網、杭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僑務辦公
室、中共杭州市委對外宣傳辦公室承辦。

王樹成主持
本屆論壇主題為「融合新時代：華文媒體的
使命與擔當」。人民日報社編委、人民日報海
外版總編輯王樹成主持開幕式。浙江省政協主

席葛慧君，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周江
勇，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郭衛民，中共中央統
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譚天星，中國僑聯副主席
康曉萍，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社會建設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網絡社會組織聯合會
會長任賢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書記處
書記季星星，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
長、總編輯李大宏，新歐洲集團董事長陳翔出
席開幕式並致辭。
論壇設立主論壇和四個平行分論壇，圍繞媒體融

合、城市創新、人工智能與新媒體未來、新時代中
國海外形象、傳播方式與開放創新等議題進行深入
交流。邀請相關領域權威專家、互聯網企業領袖以
及海內外媒體代表共商發展大計，探討傳統媒體與
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全面提升海外華文新媒體的國

際傳播能力，寫好新時代中國家書。

李大宏致辭
李大宏在開幕式上致辭時表示，隨着信息網絡

技術快速發展，香港傳媒業也正在經歷媒體格
局、輿論生態、受眾對像、傳播技術的深刻變
化。移動化、社交化、視頻化、個性化已經成為
香港新媒體發展的主要趨勢。「在這種新的傳播
環境之下，《大公報》、香港《文匯報》唯有精
準定位受眾，從用戶的不同信息需求、偏好、媒
介消費習慣等出發，調整內容生產和傳播策略，
加強分眾化新聞生產，並通過各種的渠道抵達目
標受眾，才能以優質的新聞產品和服務提升輿論
工作時效性和用戶的滿意度。」
李大宏介紹說，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自2016年1

月成立以來，一方面推動兩報錯位發展，另一方
面，中央廚房作為深度融合樞紐，推動兩報從以
往以報紙版面為中心，轉向報紙與新媒體融合發
展，成為擁有報紙、網站、視頻、網絡廣播、電
子屏、微播、微信、客戶端，以及 facebook、
twitter、YouTube等十多種平台和載體，有較大
傳播影響力的香港全媒體傳媒集團。
據介紹，海外華文新媒體高峰論壇是開放性、

國際性的海內外華文媒體交流平台，首屆論壇於
2015年5月在北京成功舉辦，第二屆論壇於2017
年9月在四川成都成功舉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應白俄羅斯政府邀請，國家副主
席王岐山當地時間5月27日至29
日訪問白俄羅斯，在明斯克分別
同盧卡申科總統、科比亞科夫總
理舉行會見會談。會談中，雙方
均強調了將更緊密推進「一帶一
路」合作。
會見盧卡申科時，王岐山首先

轉達了習近平主席的親切問候和
良好祝願，表示習主席期待盧卡
申科出席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
並再次會晤，為中白關係發展注
入新的強勁動力。
王岐山說，習近平主席高度

重視中白關係。近年來，在兩
國元首的引領下，中白關係保
持高水平運行，兩國建立起相
互信任、合作共贏的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為各領域合作開闢了廣
闊前景。雙方政治互信不斷增
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擁
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對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相互堅定
支持。中方尊重白方根據本國國
情選擇的發展道路，為白在盧卡
申科總統英明領導下政治穩定、
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就感
到高興。中方支持白在促進地
區安全穩定方面發揮重要作
用。
王岐山表示，在雙方共同努力

下，兩國互利合作不斷拓展和深

化，覆蓋經濟、安全、人文各領
域，涉及中央、地方、民間各層
級，取得豐富成果，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的內涵日益充實。雙方要
繼續深化政治互信，攜手構築命
運共同體；要促進利益深度融
合，加強經濟發展戰略和規劃對
接，實現共同發展繁榮。中白工
業園是兩國元首親自推動的重點
項目，目前已取得積極進展。雙
方要努力將其打造成為「一帶一
路」合作標誌性項目。中方歡迎
白方參加今年在上海舉辦的首屆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王岐山說，中方讚賞並將繼續

支持白俄羅斯作為上合組織觀察
員國，為促進上合組織發展發揮
建設性作用。
盧卡申科請王岐山轉達對習近

平主席的親切問候和良好祝願，
期待出席上合組織青島峰會並同
習主席舉行會晤。他表示，白中
兩國長期友好、相互信任、平等
相待，白俄羅斯是中國完全可以
信賴的戰略夥伴。白方十分贊同
和支持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和「一帶一
路」倡議，願積極對接兩國發展
戰略，將白中工業園建設成為
「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明珠。
白方正精心籌備參與首屆中國國
際進口博覽會，願繼續在上合組
織框架內加強同中方合作。

中白更緊密推進「帶路」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昨天發
佈的 《日本經濟與中日經貿關係研究報告》認
為，特朗普挑起中美「貿易戰」後，中美貿易的
損失部分就很有可能通過貿易轉移，使中日貿易
增加。未來，中國應妥善應對，正確看待與日本
經濟合作、博弈並存的經貿格局，深化與日本經
貿互信交流，並在節能環保、新能源、現代服務
業、智慧農業等六大領域強化合作。
報告由全國日本經濟學會、中國社科院日本所

和社科文獻出版社共同發佈。報告指出，特朗普
政府在貿易政策方面態度強硬，對中國及日本的
對外貿易頻繁施壓，有可能刷新中日美三國的經
貿博弈格局。當前，日本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

額及同比增長率均走在上行軌道，2017年，日本
對中國的出口額同比增長20.5%，對中國的進口
額也同比增長8.5%。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美
貿易戰一旦進入白熱化，貿易轉移就可能發生，
中美貿易的損失部分就有可能通過貿易轉移，使
中日貿易增加。
課題組認為，中日兩國雙方應抓住新時期難得

的契機，發揮各自優勢，推動以下六大領域的合
作向前發展：第一，繼續推進節能環保和新能源
等務實合作，日本在這些領域技術先進，中日在
節能環保領域互補性強，未來合作前景廣闊；第
二，拓展現代服務業領域的合作，中國各項民生
事業加快發展，未來中國將是大市場，這為包括

日本企業在內的外國企業帶來了很多商機；第
三，攜手推進新興產業合作和地方間的交流，日
本在智慧城市規劃建設方面擁有卓越的經驗，在
高端製造、清潔能源、創意產業、生命科學及醫
藥等領域經驗豐富，優勢明顯；第四，推進智慧
農業和現代物流合作，中日兩國在農業投資、貿
易、動植物檢疫等領域的合作有廣闊的空間，可
探討多種形式的合作；第五，鼓勵企業雙向投
資，攜手開拓第三方市場，未來五年，中國將吸
收6,000億美元的外來投資，對外投資總額將達
到7,500億美元，歡迎日企擴大對華投資合作，
同時也鼓勵有能力的華企對日投資；第六，加強
地區和多邊經濟領域的合作，雙方應加強在區域
和多邊經貿問題上的溝通與交流，共同推動G20
峰會經貿成果的落實，推動中日韓FTA和RCEP
談判盡早達成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
京報道）「新時代的中國：雄安
探索人類發展的未來之路」——
外交部河北雄安新區全球推介活
動前日下午在北京舉行，吸引來
自1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260
餘位外交官出席。英國、新加

坡、意大利和塞內加爾等國駐華
大使在推介會上致辭時紛紛表
示，設立雄安新區是一個具有前
瞻性的發展規劃，各國期待與中
方就建設雄安新區開展互利合
作，並相信雄安新區將成為世界
城市規劃與建設的典範。

■第三屆海
外華文新媒
體高峰論壇
開幕。
香港文匯報
浙江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