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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與李明博會談
冀南北對話改善關係

妥處敏感問題 維護半島穩定

【本報記者王德軍北
京九日電】2012 年是中
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和
中韓建交 20 周年，日本
首相野田佳彥和韓國總統
李明博在歲末年初先後訪
華。中日韓高層密集互動
不僅拉開了中國 2012 年
周邊外交的大幕，而且隨
着3月份在韓國舉行的核
安全峰會，5 月份中日韓
總理會以及中日、中韓雙
邊關係紀念活動，將進一步密切中日韓三國的經濟
關係。前中國國務委員唐家璇（圖）今天在參加中
日韓經濟發展協會年會時表示，中日韓三國已成為
名副其實的 「利益共同體」，東北亞正處於開拓和
平發展與共同繁榮新時代的關鍵時期。

中日韓經濟發展協會是由外交部主管的民間社
團，其前身是中韓經濟發展協會，2009 年更名為
中日韓經濟發展協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秘書長、外事委員會前副
主任呂聰敏表示，2012 年承載着中日韓三國人民
的殷切期待，中日中韓建交以來，雖然風風雨雨、
碰碰磕磕，但三國是鄰居，是夥伴。實踐證明，只
有向着和平、合作、發展的目標，本着互利共贏的
原則，開展全方位的交流和全面的經濟合作，才能
給三國人民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

日本駐華公使覺知內秀久對中日兩國未來經濟
發展的前景表示樂觀，他希望中日關係今年能有更
好的發展。韓國駐華公使曹源明表示，中日韓已經
形成一日生活圈，三國政治經濟文化關係不斷深化
。他希望韓中兩國能在建交 20 周年之時，雙邊關
係取得更大發展。

中新社9日報道，李明博是應胡錦濤邀請，對中
國進行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這也是他第六次訪華，
將與中國領導人就中韓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
問題交換意見，並將討論朝鮮半島的局勢以及中韓間
的自由貿易協定等議題。此外，李明博還將出席建交
二十周年中韓人士座談會和中韓工商界企業家午餐會
等一系列活動。韓國媒體普遍認為，韓中兩國是與朝
鮮關係最密切的國家，金正日去世後中韓首腦的首次
會面，將重點討論朝鮮半島的局勢發展問題。

發展更密切戰略夥伴關係
胡錦濤9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李明博舉行

會談時表示，中韓建交 20 年來，特別是兩國建立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以來，雙邊關係不斷向前發展。中方
願與韓方一道，保持高層交往，加深政治互信，加強
政府、議會、政黨的對話交流，妥善處理有關敏感問
題，維護兩國關係發展大局。

胡錦濤指出，雙方要挖掘合作潛力，提高合作水
平，擴大貿易、節能環保、高新技術、金融、物流、
電子商務等領域的合作，為實現 2015 年雙邊貿易額
達到 3000 億美元的目標而共同努力。中方願同韓方
積極開展在現有高新技術合作框架內的聯合研發合作
，推動中韓產業園建設。我們歡迎韓方企業積極參與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加大對中國的投資，
也希望韓方為中國企業赴韓國投資提供更多便利和支
持。中方願同韓方加強文化、教育、體育、旅遊等領
域的交流，支持兩國地方省市、民間團體、新聞媒體
、青少年的交流互訪。

李明博完全贊同胡錦濤關於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
的重要意見。他表示，希望以兩國建交 20 周年為新
的起點，發展更加密切的韓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韓
方願同中方共同努力，進一步加強經貿、能源、新能
源、環保、金融、旅遊、人文等領域合作以及在國際
和地區問題上的磋商與協調，推動兩國關係向更高層
次發展。

韓盼中方續發揮積極作用
關於朝鮮半島局勢，胡錦濤表示，維護半島和平

穩定符合各方利益。我們願同各方加強溝通協調，繼
續為此作出不懈努力。希望各方多做有利於維護和促
進半島和平穩定的事情。中方將一如既往支持南北雙
方通過對話改善關係，推進和解合作進程。

李明博表示，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維護半島和
平穩定，是韓中兩國的共同目標。韓方讚賞中方為此
作出的巨大努力，期待中方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會談前，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李明博訪
華舉行歡迎儀式。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
9日也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韓國總統李明博，雙
方就兩國關係發展、議會交往及朝鮮半島局勢等交換
了意見。

韓國總統李明博於今日起對中
國進行國事訪問，據中國媒體分析
，李明博此行議題主要有兩個，一
個是因金正日的去世給朝鮮半島帶

來的緊張局勢，向中國尋求援助；另一個是中韓自由
貿易協定。

對於中韓兩國領導人會談的主要議題，中共中央
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張璉瑰認為，《中韓漁業協
定》和 FTA 等雙邊的和朝鮮半島局勢等多邊的問題
都會談到，但現在的韓國對多邊問題更關注。

張璉瑰表示，金正日逝世後朝鮮半島今後局勢的
發展令韓國稍有不安，李明博這次訪華是為了朝鮮半
島穩定而向中國尋求援助，希望中國能在這方面給予
朝鮮更大的影響。

借中國之力降低地緣風險
國際自然和社會科學院院士、當代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員俞邃教授指出，這次訪問之所以受到中韓兩國
和多方面的高度重視，顯然跟金正日逝世後朝鮮的政
治動向以及對朝鮮半島本身所產生的影響有關係。俞
邃則指出，朝鮮半島今後首先要保持穩定，第二步才
是推動六方會談，在六方會談的基礎上再促進朝鮮半
島的無核化。

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康埈榮教授在接受
中國媒體採訪時說： 「最近韓中之間在溝通等方面出
現一些令人擔憂的部分，雙方領導人借此機會回顧過
去、共商兩國關係中的懸案問題等對韓中關係未來發

展頗具意義。」
半島問題一直是中韓雙方關注的焦點。《韓國先

驅報》分析認為，中國在整個東北亞地區都有着舉足
輕重的影響力，李明博希望能夠借助中國力量來最大
限度地降低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風險。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分析說： 「朝鮮半
島的局勢能不能出現轉機，最根本還是應該取決於朝
鮮半島的南北雙方。當然，在半島出現新的局勢情況
下，韓國和朝鮮分別與有關的國家進行溝通，特別是
中國、美國這樣的國家進行溝通，來加強對地區形勢
影響，這將有助於地區形勢的穩定和南北對話。」不
過曲星同時指出，要說這次訪問就能出現什麼樣的突
破或者是轉變，可能還是為之過早。

借訪華為自貿協定尋突破
李明博帶來的第二個議題是中韓自由貿易協定，

中韓兩國無論是在經貿還是國家合作領域，都有着共
同的利益需求。目前，中國已成為韓國第一大貿易和
投資對象國，韓國已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據分
析，如果兩國之間能夠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對雙方經濟
發展都將是一個非常大的促進，但是雙方都存在着極
為敏感的部分，作為韓國最為敏感的部分便是農業了
，韓國農業本身薄弱，如大量進口物美價廉的中國農
產品將會使韓國農業失去立足之地，因此雙方達成自
由貿易協定雖然被看作是大勢所趨，但是協商過程將
會充滿荊棘。兩國間自貿協定談判能否在李明博訪華
期間取得突破性進展，引人注目。（據中通社9日電）

【本報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9日
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韓國總統李明博舉
行會談時強調，維護半島和平穩定符合各
方利益。我們願同各方加強溝通協調，繼
續為此作出不懈努力。希望各方多做有利
於維護和促進半島和平穩定的事情。中方
將一如既往支持南北雙方通過對話改善關
係，推進和解合作進程。

維護半島穩定 韓盼中方伸援手
體體媒
視點視點

韓國民間研究機構現代經濟研
究院去年 12 月 23 日公布了 「2012
年全球十大趨勢」，其中包括以美
國為中心的單極時代告終；歐元區

面臨危機；以社交網為媒介的主要國家的選舉革命
；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拉開序幕等。研究院指出：
「2008 年年底發生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的影響力

迅速減弱，在這種情況下，2012 年將成為世界秩序
以中國為核心重組的第一年。中國不僅在以經濟、
軍事力量為核心的硬實力方面，還在文化、藝術等
軟實力方面不斷取得飛躍性發展。」

韓必須制定新生存戰略
研究院指出，2012 年將成為名副其實的 「中國

之年」。從國際社會在新的一年裡的政治日程看，能
使中國大幅擴大影響力的事件比比皆是。由於美國和
歐盟經濟的復蘇前景並不明朗，世界必然對中國的動
向保持高度警惕。從現在開始，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
全球頭等大事的風向標。韓國1945年解放後的60多
年裡，一直望向太平洋對面的美國，但是現在，韓國
也必須制定新的生存戰略。

2012 年是全球 「權力大換血之年」。韓國、美
國、中國、俄羅斯、法國等 58 個國家和地區都將更
換領導班子。在這些政治日程拉開帷幕之前，意外地
發生一件大幅凸顯中國地位的事情。即，朝鮮去年
12月19日公布了國防委員長金正日去世的消息。金
正日去世後，中國按照自己的方式帶頭處理朝鮮問題
，從而掌握了東北亞國際政治的主導權。朝鮮中央電

視台12月19日公布金正日去世的消息後，中國採取
的措施大體有兩個：一個是迅速宣布支持金正恩領導
的朝鮮體制；另一個是面向國際社會呼籲維護朝鮮穩
定。

果斷處理掌握主導權
當天下午，中國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國人大

、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向朝鮮發送了唁電
。中國在唁電中對金正日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同時指
出： 「相信朝鮮人民在金正恩同志的領導下會化悲痛
為力量，建設社會主義強盛國家。」中國在國際社會
中最先發送唁電支持金正恩體制是為了遏制朝鮮內部
可能發動政變的勢力，並防止人民起義，維護朝鮮的
穩定。

不僅如此，中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志軍還於當
天下午召見韓國、美國、日本、俄羅斯四國大使，希
望不要採取任何刺激朝鮮的措施。張志軍對韓國駐中
大使李揆亨表示： 「朝鮮半島及其周邊地區的和平與
穩定不僅是中國的重要戰略利益和關注焦點，也是各
國的利益。」中國針對朝鮮半島使用的 「戰略利益」
是僅次於 「核心利益」的重要國家利益。為了守護這
一戰略利益，中國在北中邊境地區增強警戒軍力，應
對朝鮮居民大規模逃離朝鮮等混亂局面。

半島維穩獲各國贊同
通過朝鮮內部穩定來維護朝鮮半島穩定，也就意

味着主張半島維持現狀的中國立場獲得了美國的贊同
，12月26日訪問北京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對此也表

示支持。也就是說，當韓國、美國、日本就金正日去
世的原因、時間和是否弔唁、是否承認金正恩體制等
問題而冥思苦想的時候，中國已經確定了朝鮮問題處
理方式，並向國際社會提出。因此，朝鮮半島在新的一
年裡的主要政治日程很有可能會被中國牽着鼻子走。

「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和 「中國主導的世界秩
序」將在 2012 年發生碰撞，使國際秩序發生巨大變
化 「中國時代」的到來只是時間問題，朝鮮半島所有
成員都將在不久的將來面臨這一命運。

（摘自朝鮮日報中文網）

【本報訊】中通社1月9日電：河內消息：據
日本媒體報道，正在越南訪問的日本最大在野黨自
民黨總裁谷垣禎一，9日在河內與越南國會主席阮
勝雄和總理阮晉勇舉行會談時聲稱，自民黨一旦成
為日本的執政黨，將會與越南開展合作，一起阻止
中國的海洋發展戰略。

谷垣8日夜抵達越南，9日與阮勝雄和阮晉勇
分別舉行了會談。現場消息說，谷垣在與阮勝雄舉
行會談時表示，希望越南與中國對立的南海主權問
題能夠得到和平解決。如果自民黨重新獲得日本政
權的話，會與越南一起共同應對中國的海洋發展戰
略，阻止所謂的中國海洋擴張。

阮勝雄表示，在依據國際法捍衛本國領土的問
題上，日本和越南有共通點。希望今後與日本加強
安保領域的合作。

【本報訊】據新華社
北京9日報道，商務部副
部長鍾山 9 日在 2012 年
全國貿促工作會議上說，
國際市場外需不足，國際
競爭更加激烈，今年中國
面臨的外貿形勢更加嚴峻
複雜。

鍾山說，中國出口產
品一方面面臨傳統出口大
國的競爭，另一方面由於
國內勞動力等要素成本的
上升，發展中國家在勞動
密集型產品方面與中國的
競爭也在加劇。

統計顯示，從 2011
年第三季度起，中國出口
產品在美國、歐盟、日本
市場的佔比分別下降了
1.3 個、1 個和 0.6 個百分
點。鍾山認為，市場份額
下降的原因比較複雜，其
中紡織、服裝、鞋類等七
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
下降較快。

他表示，商務部將保
持外貿政策的穩定性和連
續性，研究出台新的促進
措施，採取針對性措施鞏
固美歐日等傳統市場，深
度開拓新興市場，努力保
持出口穩定增長。同時，
提高進口便利化水準，拓
寬進口渠道，增加能源原
材料、先進技術設備、關
鍵零部件和消費品進口。

中國貿促會副會長張
偉表示，貿促會將做好商
事法律服務，幫助企業增
強應對貿易摩擦的能力，
繼續代表工商界積極參加
並影響國際經貿規則的制
定和修改，通過開展全方
位、多形式的經貿促進和
民間交往，促進中國外向
型經濟穩定平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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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全球風向標
韓尋找生存新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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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9日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韓國總統李明博舉行會談時強調，維護半島和平
穩定符合各方利益。圖為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儀式歡迎李明博訪華 新華社

▲韓國總統李明博 9 日從首爾機場啟程開始對
中國進行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 新華社

▲義烏中國小商品城非洲產品展銷中心
的經營戶在擺放出口木雕工藝品。義烏
市啟動改革方案，推動市場功能由 「出
口單向」 向 「出口、進口、轉口三向」
交易平台轉變，連續二十一年奪得全國
專業市場成交額第一名 新華社

東北亞處開拓和平發展關鍵期

唐家璇：中日韓是利益共同體

日政客河內發狂言
聯越遏華海洋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