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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六日電】中國外交部今早通過全國記協
通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下周一（10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 會 見 到 訪 的 丹 麥 首 相 赫 勒 ． 托 寧 ． 施 密 特 （Helle
Thorning-Schmidt），包括香港媒體在內的境外媒體可報名前往
採訪。

根據丹麥官方發布的消息，9 月 10 日至 13 日托寧．施密特
應邀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於6月對
丹麥進行國事訪問後，兩國政府的再次會晤。隨行的代表團由多
家丹麥企業與機構的領導組成，代表團將前往上海及天津武清開
發區訪問兩地的丹麥企業。

施密特將於下周二（11 日）到天津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將出席11日的開幕式並致辭。

習近平原定5日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的會見，後臨時取消，
同時也取消了當日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及俄羅斯代表團的會見。
對此外界有各種揣測，中國外交部表示屬於正常日程調整，外交
部長楊潔篪此前表示希望 「不會有不必要的猜測」。

【本報訊】中通社六日消息：9月6日，為期兩天的亞太經
合組織（APEC）第24屆部長級會議在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結
束。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馬朝旭會後接受《人民日報》、新華社
、中央電視台、鳳凰衛視等媒體聯合採訪。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馬朝旭說，此次會議對中方有特殊重要
的意義。為推動APEC發展，深化亞太區域合作，中方已決定主
辦 2014 年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各方已就此形成共識，並
寫入部長級會議聯合聲明。胡錦濤主席將在領導人會議上正式宣
布中方辦會的決定。中方歷來高度重視亞太經濟合作，積極參與
APEC有關活動，在2001年成功主辦了APEC第9次領導人會議
。中方願以 2014 年主辦 APEC 領導人會議為契機，進一步深化
同APEC各成員合作，為促進亞太地區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馬朝旭說，從剛剛結束的部長級會議討論情況看，上述合作
領域取得積極進展，主要成果包括：一是貿易投資自由化和區域
經濟一體化合作穩步發展。二是糧食安全合作取得豐富成果。三
是供應鏈合作持續推進。四是創新增長合作取得積極進展。此外
，會議在經濟結構改革、APEC機制改革、藍色經濟等領域也取
得積極進展。

胡錦濤出席APEC會議十年

●2003年
10月20至21日

●2004年
11月20至21日

●2005年
11月18至19日

●2006年
11月17至19日

●2007年
9月8日至9日

●2008年
11月22日至23日

●2009年
11月14日至15日

●2010年
11月13日至14日

●2011年
11月12日至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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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參加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中國國家主席
胡錦濤提出，APEC各成員要加強相互信任，並說
明了人民幣匯率政策，強調建設開放的以規則為基
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符合各成員的共同利益。
胡錦濤提出三點建議：保持全球和區域經濟發展勢
頭、推動建設亞太大家庭、加強反恐合作營造和平
穩定的地區環境。
胡錦濤闡述中方對促進全球經濟平衡、穩定、持續
增長的看法，以及對亞太經合組織合作重點和發展
方向的主張，重點介紹了中國的能源現狀和能源政
策。
胡錦濤介紹中國着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新農村建
設、區域協調發展、和諧社會建設等國內政策，強
調中國將繼續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
展。
胡錦濤在發言中就氣候變化問題闡述了中國政府的
主張和建議，表示中國將繼續為推動建設一個清潔
、和諧、充滿活力、可持續發展的亞太地區作出努
力。
胡錦濤就應對金融危機提出看法，指出各國應加強
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認真總結教訓，切實改變不可
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解決好各自經濟發展存在的
深層次問題。
胡錦濤稱，中國將同國際社會攜手合作、同舟共濟
，合力應對挑戰，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健康發展，攜
手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積極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
共同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
胡錦濤表示亞太新興市場國家承擔的國際責任應該
與其發展階段相適應，國際社會應該完善國際經濟
金融體系，為亞太新興市場國家同各國共同發展營
造良好環境。
胡錦濤提出全面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深
化亞太地區綠色增長合作、加強經濟結構改革和規
制合作等三點主張，並強調發達國家應該實施負責
任的宏觀經濟政策，妥善處理主權債務和財政風
險。

【本報訊】日本《外交學者》網站4日刊文認為，中國的新型
驅逐艦在未來可以扮演從航母保護者到水面艦艇編隊旗艦等多種重
要角色。一些媒體甚至認為，中國新型驅逐艦將改變地區的海軍軍
力平衡。

報道援引《台北時報》的報道稱，上海江南造船廠的052D導
彈驅逐艦已經下水。這種新型戰艦是一種6000噸級的燃氣輪機驅
動的隱身戰艦，擁有64個垂直發射單元。根據導彈大小不同，每
個單元可以容納1-4枚導彈。

報道稱，從表面上看，052D至少與美國海軍 「伯克」級導彈
驅逐艦和 「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類似。

報道認為，亞洲地區的海軍平衡會因為中國新型導彈驅逐
艦的建造而被打破。《台北時報》預測，如果解放軍建造 10 艘
052D，那麼中國將擁有 16 艘 「宙斯盾」級別的戰艦。相比之下
，日韓分別擁有 6 艘和 3 艘 「宙斯盾」艦。這將使中國成為亞洲
海軍中的翹楚。一旦 052D 加入艦隊，解放軍海軍能夠對付任何
地區艦隊。

【本報記者賈磊、實習記者葉世鏗北
京六日電】中國前APEC高官王嵎生今日
對大公報記者表示，預計此次峰會在反對
貿易保護主義，推進地區貿易自由化上面

會取得一定的進展。
王嵎生認為，中國主張將貿易投資自由化扎扎

實實地穩步推進，並繼續深化下去。在經濟危機並
未完全過去，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復蘇乏力的情
況下，中國還會主張各國顧全大局，同舟共濟，向
着一個戰略目標共同前進。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得
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反對雙重標準，反
對損人利己。王嵎生說， 「APEC對每個成員來講
都是很好的合作平台，秉着平等互利，協商一致，
堅持合作共贏，對所有成員都是好事」。

胡錦濤講話將有深遠影響
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胡錦濤將

圍繞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實現持續發展」主題發
表主旨演講。對此，王嵎生分析，固然亞太地區的
經濟發展在全球屬於比較好的水平，但要保持可持
續發展，還有諸多重要因素需考慮，其中一個很重
要的因素就是基礎設施。 「特別是APEC的發展中
成員，基礎設施不搞好發展後勁就可能不足，所以
胡主席選這個題目將會是對亞太區的一個積極貢獻
，在今後一個時期，將會有深遠的影響」。

俄羅斯作為此次峰會的主席國，把地點選在遠
東的海參崴，此前還成立了遠東發展部，意在藉機
大力發展遠東。王嵎生認為， 「俄羅斯很明智地抓
住了一個發展機遇」。俄羅斯進一步加大對亞太地
區投入的力度，這對APEC實現可持續發展也將是

機遇， 「遠東是一片很大的區域，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合作潛
力」。並呼籲所有成員國抓住機遇，用時代所需要的和平發展
眼光，而不要用冷戰的思維去看待俄羅斯對遠東的開發。

「和諧世界」 符合APEC精神
王嵎生認為，過去十年，中國在APEC最重要的貢獻就是

堅持了APEC的大方向，堅持了 「大家庭精神」，堅持了平等
的夥伴關係，堅持和諧世界、和諧周邊的大戰略。

王嵎生指出，構建和諧世界，國際關係民主化，發展模式
多樣化，尊重多樣文明，尋求共同發展，就是中國的外交戰略
，這是很順應時代潮流的。他說， 「胡主席構建 『和諧世界』
的思想同APEC的 『大家庭精神』是一脈相承的，而且有新的
發展，可以說是更上一層樓」。

王嵎生表示，現在中國的周邊關係，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
題和干擾，但總體說來，比建國以來的任何時候都好，屬於可
以 「把水攪渾卻興不起大浪」的狀態，因為和平發展是時代的
述求和人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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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習近平下周一晤丹麥首相

中國將主辦2014年APEC峰會

【本報訊】當地時間6日晚7時15分許，中
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乘坐的專機降落在俄羅斯海參
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國際機場。胡主席將出席
在此間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
正式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闡明中方在重大問題
上的原則立場。

綜合通訊社海參崴六日消息：首次在俄羅斯舉辦的APEC
第二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即將在這座城市拉開帷幕。應俄羅
斯總統普京邀請，胡錦濤將同其他成員領導人一道，出席
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領導人與
APEC工商諮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等多邊活動，並穿梭舉行一
系列雙邊會見。

本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主題是 「融合謀發展，創
新促繁榮」，將主要討論貿易投資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
加強糧食安全、建立可靠的供應鏈、加強創新增長合作等四大
議題。

亞太戰略格局發生變化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俄羅斯研究所所長馮玉軍對中廣

網分析本屆APEC非正式峰會的背景時指出，亞太地區的戰略
格局正在經歷着重要變化：在安全上，美國 「重返亞太」引發
了一系列問題；在經濟上，亞太地區經濟的一體化，究竟是繼
續以APEC的既有方針為主，還是把美國新提出的TPP（泛太
平洋夥伴關係）奉為新的指針，仍然是一個尚未決定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峰會由國務卿希拉里率團出席，美國
總統奧巴馬不參加。

闡述加強基礎建設主張
預料胡錦濤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將發表重要講話

，闡述中方對推動世界和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看法及對今年亞
太經合組織重點議題的觀點，並提出對亞太經合組織未來
發展的展望。

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胡錦濤將圍繞 「加強基礎設
施建設，實現持續發展」主題發表主旨演講，介紹中國經濟形
勢及政策，闡述在當前穩增長、促復蘇背景下，中方對加強基
礎設施建設的看法主張。

在與APEC工商諮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上，胡錦濤將與工
商界代表就推動多哈回合談判、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供
應鏈聯接、加強糧食安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加強創新增長
合作等問題交換看法。

加深同有關國家友好合作
外交部部長助理馬朝旭表示，在未來幾天裡，胡主席將出

席會議並闡明中方在重大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同各成員領導人
或代表深入交換意見。 「相信胡錦濤主席此次與會必將為促進
亞太經濟發展，推動區域合作進程，加深中國同有關國家友好
合作關係發揮重要作用。」

APEC系列會議期間，胡錦濤將會見普京，這將是中俄兩
國元首時隔3個月再次會晤。俄羅斯駐華大使拉佐夫在接受記
者採訪時透露，雙方將重點討論與APEC有關的問題和雙邊經
貿問題等。關於兩國間的跨境能源大項目合作，雙方領導人在
會晤時，或多或少都會涉及。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認為，在防止APEC被政治
化方面，中俄可以隨時協調立場，這點具有積極意義。

胡錦濤此行的陪同人員包括：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
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國務委員戴秉國，中央辦公廳主任栗
戰書，外交部長楊潔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商
務部長陳德銘，胡錦濤主席辦公室主任陳世炬，外交部部長助
理馬朝旭，商務部部長助理俞建華等。

▲052D首艦想像圖 網上圖片

在海參崴隨處可見APEC的
標誌 法新社

▲ 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乘專機抵達
海參崴，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二
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路透社

▲胡錦濤主席在機場接受獻花 新華社

日媒：中國新艦將破日韓優勢

同日抵俄 胡連會倍受矚目
【本報訊】中通社六日消息：當地時間6日下午7時許，中國

國家主席胡錦濤抵達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8日至9日舉行
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相隔大約
半小時，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偕同夫人連方瑀亦順利抵達。

消息指，7日上午10時，將舉行第五次APEC 「胡連會」。由
於胡錦濤將於明年三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卸任國家主
席，這將是他最後一次出席 「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同時也
意味着，這是最後一次在APEC場合上的 「胡連會」。

分析認為，APEC 「胡連會」不但代表兩岸關係邁出歷史步伐
，也意味着馬英九就職後，兩岸關係顯著改善。 「胡連會」成為慣
例，顯示兩岸互信基礎愈加鞏固，兩岸關係朝着和平發展的方向進
一步發展。現在，APEC 「胡連會」已經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重要指標之一。

代表馬英九出席會議的連戰，日前在記者會上表示，他和胡錦
濤在APEC會晤時，將就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後續的
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及解決司法爭議等課題交換意見，不會討論政
治問題。

另據報道，這次連戰在APEC經濟領袖會議期間，將表達台灣
參與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的意願，以及希望盡快
恢復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