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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山

井水集

中美實力對比決定兩國關係前景

社 評

習近平副主席即將赴美國訪問，美
方對此行的高度重視，反映了中美關係
對美國的重要性。在中國迅速崛起之際
，妥善處理兩國關係以減少摩擦並非容
易，在中美間實力差距加快縮窄下，如
何調整兩國關係對雙方都是個考驗。從
中國角度看，今後仍須努力推動發展上
台階，才能保證得到美國的公平對待，
和保障崛起之路能較暢順平穩。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民對中國地
位的上升充分承認，甚至或有過度評估
之嫌。日前公布的蓋洛普民調顯示，五
成三美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領先的經濟
強國，認為美國是如此的只有三成三而
居次位。二○○○年的同樣調查中，認
為美國領先的有六成五，中國則只有一
成而居第三位，反映美國民情隨着中國
崛起而大變並出現逆轉。無疑，這種觀
感變化必然會影響到美國政客及政府的
對華政策，現時是一面拉一面防，一面
尋求雙贏合作一面感到威脅而要牽制。
美國有這些反應本是正常不過，但如何
恰當平衡卻很考工夫。

對中國來說，外國尤其美國人民的
看好可說是一種鼓勵；經艱苦努力取得

成效為人欣賞，便應戒驕戒躁再接再厲
，令發展水平更上層樓。說到底中國經
濟逾三十年的迅猛發展，仍未真正改變
其發展中國家的屬性，在人均收入及其
他的許多方面，仍落後於美國等發達國
一大截，而這又非朝夕間可以追上的，
故絕不宜頭腦發燒自傲自滿。雖知在國
際競賽中及發展路上，不單是不進則退
，進得慢一點也會實際上變成退。居安
思危自強不息，乃處世的永恆守則。

當然，為求發展必須正確理解中國
迅速崛起的原因及基礎。最根本者是堅
持走建設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之路，謹守 「發展是硬道理」 及不斷
改革開放等大原則。中國發展所取得的
舉世矚目成功，在海外引起了廣泛探討
， 「中國模式」 或 「北京共識」 等觀點
日漸流行。對此海外亦無很具體的解述
，西方一般意見只指出中國開拓了與歐
美資本主義模式不同之路，故稱之為國
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或非自
由資本主義（Illiberal Capitalism）等。美
國學者福山近期便撰文指出， 「中國模
式」 是唯一能真正挑戰西方模式的另類
發展道路，但又認為 「中國模式」 不具

普遍流傳性，且因政經權力過度集中及
其他問題，難保可維持穩定性。當然，
福山一類的論點既有一定科學性，亦有
一定的西方偏見或誤解，但仍可作參考
之用。

事實上 「中國模式」 的普遍性及穩
定性如何，只有歷史才可作最終判斷，
中國只能盡力探索開拓，使發展模式能
不斷完善。中國之路最根本的基因是建
立一個適合國情的混合型經濟（mixed
economy），並不斷使之優化。新中國
初期走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之路，到七
十年代末開始由改革開放引入市場機制
及私有產權，從而使行政手段與市場等
資源分配機制可以互補長短，同樣又使
公有及私有制的經濟主體並存分工，由
此得出活力充沛的經濟體系，巨大的潛
力便得以逐步釋出。這個體制仍在優化
調改中，是個動態系統，故 「中國模式
」並非固定不變而是與時俱進者。歐美
在金融海嘯衝擊後，必須也正試圖走上
改革之路，故中西兩種模式不可避免產
生競賽，就看誰能改革得更快更好。而
這也將決定中美關係的演化路向，中美
必須合作，但亦免不了競爭。

【本報訊】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將對訪問美國、愛爾蘭、土耳其三國。分析
人士指出，此訪將促進中美以 「只爭朝夕」 的精神推進兩國政治互信、互利雙贏、
良性互動，釋放中歐共同應對歐債危機的積極信號，進一步闡明中方的中東問題立
場，促進中愛、中土關係朝各領域合作推進。

中美合作

二○一二年是香港學制關鍵的一
年，新舊制（即末屆中七和首屆中學
文憑中六）兩批學生計十一萬人同時
畢業兼角逐大專學位，令六七月放榜
和報讀院校安排廣受關注。為此，教
育局引入實時電腦系統，鼓勵學生透
過 E-APP（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
台）遞交申請，實是便利學生、便利
院校兼快捷有效的手法。

一如介紹，經 E-APP 提交的申請
，其實是一站式網上平台服務，用所
有參與的二十間院校共用的申請表報
讀屬意學校，可迅速得知院校處理進
度並有否獲得條件取錄，有關成績更
在公開試放榜當日直接交到院校手上
，考生不必舟車勞頓跑往院校交成績。

應該說，這樣的一個系統是值得
歡迎、肯定的。教育局去年以來幾度
向學界，包括中學校長、輔導教師、
學生，以至院校介紹這個系統的用法
，本周還專程舉行開通儀式，比去年
的六月足足提前了四個月啟用，但不
知何故，該系統還未全面開通，就有
身兼中學教師的輔導機構負責人率先
開腔抨擊資料不全，幫不了學生，用

處不大，甚至徒添混亂云云。簡直是
一派胡言。

我們常批評一些人先入為主，想
不到見多識廣的一些學界人士也是如
此。更令人疑惑的是，一些參加該網
上報讀平台的院校代表又稱不會優先
處理網上申請，那麼為何要參加這系
統，乾脆自行接受申請算了，難道又
想重蹈前年萬人迫爆九龍灣展貿中心
報讀毅進課程的覆轍？

值得反思的是，本港社會近年流
行一種病態思維，就是任何一種新交
通工具以至公共系統開通，許多傳媒
以至社會人士總是以質疑、挑剔甚至
幸災樂禍的目光看待，總想甚至企圖
找找機件有沒有壞，系統是不是故障
，似乎只有這樣才算是盡了監督的責
任。結果，地鐵、纜車以至新交通幹
線啟用，取材往往負面，焦點總在找
碴。實在令人感慨。

香港新高中學制處於新舊轉折期
，千頭萬緒，各方宜同心協力，為學
生出路想辦法，多提善意忠告，而不
應該作無謂的挑剔和拖後腿，否則就
真的是添煩添亂了。

網上報讀平台值得肯定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二日消息：商務部國
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高虎城12日表示，過去一年
，中美雙方積極拓展經貿合作領域，取得新的進展。
兩國在知識產權、新能源、節能環保、醫藥、智能電
網、航空、工程承包等領域的合作穩步推進。2011 年
，中美貿易額達到4467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他說： 「中美兩國經貿合作中還面臨不少挑戰。
金融危機以來，雙方經貿合作受到一些影響，但中美
經貿合作互利共贏的本質始終不變，共同利益遠大於
分歧。在當前世界經濟復蘇進程依然面臨重大挑戰的
形勢下，中美更應着眼大局，立足長遠，通過對話與
溝通解決問題，不斷做大共同利益的 『蛋糕』。」

提升雙向投資水準
他表示，當前，中國正努力調整經濟結構，擴大

內需，促進貿易平衡發展，改善民生。美國也在加快
財政、金融等結構性改革，實施出口倍增計劃。兩國
擁有巨大的合作需求和廣闊的市場空間。為進一步拓
展中美經貿合作廣度和深度，雙方應在加強經貿政策
協調、促進雙邊貿易平衡、提升雙向投資水準，以及
拓展產業合作空間四方面加強合作。

高虎城說，着眼未來，中美經貿合作的持續均衡
發展，將繼續成為雙邊關係的主要基石和推動力。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二日消息：中國農業
部部長韓長賦12日表示，只要本着積極的合作態度，
中美農業合作的前景廣闊。

「中美兩國加強農業科技合作與交流，實現優勢
互補，既有利於促進兩國農業科技整體實力共同提升
，也有利於農業先進技術在全世界推廣應用，惠及全
人類，對世界糧食安全與農業發展也有重要意義。」
韓長賦說。目前兩國在種植業、畜牧業、漁業、農業
科研與教育和農產品加工與流通等多個領域，開展了
廣泛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在農業人才交流方面形式多
樣、成果喜人。

農產品貿易發展迅速
韓長賦認為，農產品貿易迅速發展，對兩國農業

產業結構調整、農產品市場豐富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
用。美國農產品1/3以上用於出口，中國市場對美國農
業至關重要。儘管兩國農產品貿易額在整個貿易總量
中的比重不高，但由於產業的特殊性，農產品貿易受
到雙方的高度關注。

他強調，今後兩國農業部將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
作，增進相互理解與信任，積極推動在糧食安全、食
品安全、農業可持續發展和農業科技經貿等領域的合
作，為雙方企業提供合作、溝通平台和機會，繼續推
動團組交流，積極開展互派訪問學者、合作研究等多
種形式的合作交流。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二日消息：教育部部
長袁貴仁12日說，中美人文交流近年呈現出良好的趨
勢。40年前，中美兩國選擇以人文交流作為突破口，
打破兩國關係的堅冰。如今，中美在各個領域的相互
聯繫與合作越來越密切，而人文交流仍然是兩國關係
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動力。

袁貴仁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已經成為
深化兩國相關領域人文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平台，逐步
確立人文交流在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
夥伴關係中的重要支柱地位。

將舉行高層交流磋商
他表示，放眼世界、面向未來，中美兩國擁有更

加廣泛的共同利益，肩負更多的共同責任。深化中美
人文交流，對於夯實兩國關係的民意和社會基礎，促
進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長遠戰
略意義。

2012年，是 「面向人民、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的關鍵之年。雙方即將
在華舉行第三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計劃在高水
準大學合作、大學生體育文藝交流、博物館合作、青
年科技人員交流等方面開展一系列活動，為中美關係
向前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的便利
與實惠。

韓長賦：農業合作前景廣闊

袁貴仁：人文交流關鍵之年

高虎城：務實推進中美經貿

中新社報道稱，分析人士指出，中美關係稱
得上 「大而不能倒」；中方在更多參與解決歐債
問題上發揮的作用，中方在中東地區熱點問題上
的立場也備受外界關注。在推動與三國雙邊關係
發展的同時，習近平此訪的意義與影響將輻射到
周邊更多國家和地區。

有望緩解中美互信赤字
美國是習近平訪問的第一站，進入 「四十而

不惑」的中美關係面臨不少 「雜音」，如 「中國
威脅論」、貿易不平衡等。今年是美國大選年，
中美關係很可能再次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的干擾
。中國副外長崔天凱指出，中美能不能建立足
夠的互信、中美合作是不是互利雙贏、中美能
不能在亞太地區良性互動是當前兩國關係的三
點困惑。

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馬振崗認為，這
些困惑也是中美關係癥結所在，習近平此訪將促
兩國拿出足夠的政治意願，正確認識和理解彼此
分歧，以 「只爭朝夕」的精神推動包容協作、互
信互諒、互利共贏，實現雙邊關係的良性循環。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陶文釗表示，中美

應通過更多的接觸、對話、磋商、討論，把戰略
意圖、政策取向講清楚，求得對方的理解，通過
具體問題上的合作成果逐漸積累互信，避免出現
誤判。此訪對於在美國大選年保持兩國關係的穩
定具有特殊意義，習近平對華盛頓的訪問將進一
步推進戰略互信，對洛杉磯的訪問將促進兩國經
貿合作，訪問艾奧瓦州將促進兩國農業合作。

闡明中方中東問題立場
愛爾蘭是習近平此訪第二站。中國前駐愛爾

蘭大使劉碧偉指出，中愛兩國有着傳統友誼，兩
國在經貿、教育、人文等領域合作成果豐碩，在
清潔能源、垃圾焚燒處理、新能源汽車製造方面
有很大合作潛力，此訪將在雙邊層面鞏固傳統友
誼，深化務實合作。

土耳其是此訪第三站。中國中東問題特使吳
思科表示，此訪將促進中土在經貿、金融、基礎
設施建設、合作應對恐怖主義等領域達成更多共
識。在當前中東局勢出現巨大變化，敘利亞問題
、伊朗核問題出現新動向的背景下，習近平此訪
對於宣示中國對該地區熱點問題的立場、促各方
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矛盾有重要意義。

習近平今啟三國之旅

時殷弘：習近平訪美派定心丸
【本報記者賈磊、王德軍北京十二日電】國務

院參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美國研究中心
主任時殷弘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中國國家副主
席習近平此次訪美將重申中國不會改變和平發展戰
略的立場，增進互信，改善兩國關係氣氛，給美國
吃一顆 「定心丸」。

重申和平發展立場
時殷弘指出，美國方面邀請習近平訪問主要是

從長遠角度出發，首先要更多地了解中國未來的領
導人，同時希望影響中國未來的最高領導人。最近
一年多來，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媒體關注對以習近
平為代表的中國下一屆政治局常委，是否會對美國
和西方採取在他們看來 「溫和」的政策。

當前國際輿論關注基於中國不斷增長的國力，
特別是經濟實力，不斷發展的軍事力量，以及這種
成功帶來的所謂勝利主義、民族主義的高漲。 「西
方猜測十八大後，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多少會增加對
外政策所謂的 『強硬』成分」。

中國高度重視這次訪問，但沒有美國那樣長期
的目的，中國長期的對外政策總的方向、基調，和

對美政策主要內核都已經確定。習近平等新一代領
導人也會繼承獨立自主、和平發展，保護中國至關
緊要利益，同時積極同外部世界做可能的合作。

伊朗問題美或施壓
時殷弘認為，除長期目的外，美國也有一些議

題是 「眼前的、急於要中國讓步和合作的問題」。
其中最緊迫的，是在中東兩大熱點上美國希望對中
國施加更多壓力。敘利亞問題中國已經投了否決票
，美國儘管可能繼續抨擊中國，但不會對中國短期
改變在敘利亞問題的立場抱很大希望。

伊朗方面，西方對伊朗施壓的強度已經差不多
到了形成戰爭的前沿，西方要追求伊朗徹底放棄所
有核項目，需要前所未有的高力度加大對伊朗壓力
，美國瞄準迫使中國步西方後塵，停止進口伊朗石
油。

「根據最近三十年伊朗問題上形成的模式，只
要嚴厲在伊朗問題上加大對中國的壓力，多少會從
中國取得一些讓步，因此伊朗問題將是習近平訪美
的具體問題上美國施壓的重點。」

他指出，朝鮮問題非眼前迫切的問題，但美國

需要和中國商量，了解中國同朝鮮新政權關係。

防止雙邊關係下滑
時殷弘強調，過去幾個月以來中美關係相當緊

張，完全是由於美國的動作。中國希望習近平訪美
能夠提供一個契機，至少改善中美關係的氣氛，在
美國經濟下行、總統競選以及多種國際問題對中美
關係不利的情況下，使得今年十八大以前、美國總
統大選以前，中美關係不繼續下滑。

時殷弘認同未來幾年仍將是中美關係矛盾多發
期的判斷，他指出分歧、對立、競爭將更加深刻，
同時也會找到新的合作點。雙方此前一些切實合作
，所展現的前景不像當初想像的那麼好，給人留下
的印象不如在有分歧的競爭點上那麼引人注目。

總體上， 「下一代中國領導人不會改變和平發
展，不會改變中國對外政策的
和平性，不會改變中國願意
通過可能的國際合作去應對
世界和西方的經濟困難，以
及國際上的安全問題。」時殷
弘強調。

只只只爭爭爭朝朝朝夕夕夕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13日啟程訪問美國、愛
爾蘭、土耳其三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