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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外媒：：中國夢弘揚偉大復興中國夢弘揚偉大復興

CNN認為，習近平承諾未來
中國政府將為 「中國夢」而奮鬥
的講話，語言簡潔清晰，摒棄了
官話套話，與他所倡導的 「改文
風」的理念一脈相承。

習近平威嚴有自信
英國《星期日電訊報》評論

稱，與強調個人通過努力實現的
「美國夢」不同，習近平的 「中

國夢」更注重集體主義，更注重
幸福、快樂和價值實現。

BBC稱，習近平的講話是促
進民族大融合的愛國演說，呼籲
全國上下共同努力實現 「中國夢
」，同時突出經濟持續發展非常
重要。李克強在記者會上也呼應
此主題，承諾處理不斷擴大的收
入差距和打擊腐敗，減少鋪張浪
費和打擊既得利益。

法新社表示，習近平在當選
國家主席後的首次講話中，呼籲
實現 「中國夢」和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同時描繪出提升軍事力
量，實現生活水準走高的願景。
分析稱，習近平 「偉大復興」的
口號具有廣泛的吸引力，但外界
更關注中國新領導層實行的具體
改革措施。

美聯社報道稱，習近平的講
話和李克強的記者會都通過電視
轉播，從中可窺見兩位領導人的
不同。習近平威嚴有自信，李克
強則直接坦率。報道評論稱，中
國新領導層強調將社會支出為優
先事項，並運用多種措施確保財
富分配更加公平，消除貧富差距
，致力打擊腐敗行為。報道認為
，中國新一屆政府裡彙集了多位
老牌技術專家，其中多人有外國
經驗，並稱新班子是臨危受命：
經過多年的經濟蓬勃發展之後，
中國政府要轉型，讓這個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從勞動密集型出口
投資，轉為依靠國內消費和技術
產業的自給自足型增長模式。

李克強展總理風範
BBC報道稱，李克強在回答

中外記者提問時展現簡潔實在的
風格，受到輿論好評。有評論說
，作風低調的李克強表現出大國
總理風範。

報道稱，李克強直截了當，
語言儉樸直白，同上屆總理溫家
寶喜歡引用古文古詩形成鮮明對
比。李克強在記者會上的 「喊破
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要人民
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
」這類平民化的用語更與國家主
席習近平的風格相近，似乎預示
了 「習李」的執政風格將不同
於 「胡溫」。

BBC還詳細報道李克強回應
美聯社記者有關是否會停止 「中
國黑客」攻擊的提問，李克強當
時用輕鬆的口氣進行反問， 「剛
才你說的話我怎麼有有罪推定的
感覺啊？我想我們還是少一些沒
有根據的相互指責，多做一些維
護網絡安全的實事。」

路透社稱，李克強在談及中
國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時，承諾 「
願與奧巴馬政府共同去構建新型
大國關係」。李克強表示，中國
和美國都重視本國利益，但相信
兩國的利益有共同點和匯合點，
並認為利益超越分歧，可以使兩
國人民受益。

美聯社特別援引現場情況提
到了李克強流利的英語，稱現場
翻譯曾多加了一個 「謝謝」，李
克強指出了翻譯的錯誤。

法新社稱，中國現時與日本
深陷釣魚島歸屬的爭議，但李克
強在記者會上為衝突 「降溫」
，強調中國在強大的同時 「不尋
求霸權」，否認中國涉及黑客行
為。

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習近
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近三千名代表
說，他的政府將 「堅決反對形式主義
、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
堅決同一切消極腐敗現象作鬥爭」。

新總理李克強也說，為了應對歲
入減少，中央政府將裁減員工、凍結
出國旅行、招待所、辦公室和新車輛
方面的開支。

該報道援引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
院學者牛軍說，習和李針對的問題都
是中國公眾熟悉的，而中國公眾已對
政府關於打擊無效率、腐敗和浪費的
承諾感到厭倦。他說： 「我對李克強
關於按法律和規章辦事的說法印象特
別深刻。這真正表明政府對建立法律
體制非常關注。」

美國《洛杉磯時報》報道稱，花
巨資造豪華建築物，已成為公憤的源
頭之一，尤其是各省官員企圖用不相
稱的高樓大廈來為誇飾自己的政績。
安徽一個窮縣，造了幢大樓，比白宮
大不止八倍。江西省一座偏遠城市，
造了自稱是世界最大的機械鐘塔。但

《洛時》指出，本次人大最終沒有落
實公布政府官員、官員配偶、兄弟姐
妹和子女的資產申報。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在2002
年至2011年，中國公共部門採購開支
增加了10倍，達到超過1.1萬億人民幣
，其中很大部分用於採購汽車、電腦
和其他由全球公司提供的產品。

著名經濟學家馬光遠說： 「把政
府現時的審批事項減少三分之一，這
真是很可觀。這些1700個中央政府審
批事項，涉及真正的行政權力，這些
行政權力現時使官員可以嚴重影響市
場和資源分配。」

該報稱，對全球投資者來說，另
一個有希望的信息，是中國公布了政
府機構改組，把中央政府部門數目從
27個減少25個。這包括解散權力強大
但醜聞不斷的鐵道部、合併中國的印
刷與屏幕審查機構、合併糧食與藥物
質量管制機構、合併海事行政機構以
及把計劃生育委員會併入衛生部，此
舉將成為政府允許私人資本 「更順利
和有效地投資」的領域。

【本報訊】據英國廣播公司17日
消息：日本各大報紙17日紛紛評論習
李新時代，認為習李政權不會給中日
關係帶來太大變化，曾作為駐日大使
的王毅出任外交部長，是日本傳媒關
注中國政府人事任命的最集中話題。

日本時事通信社發自北京的報道
說，習李政權唯一對日本的好消息算
是 「日本通」的王毅出任外長。但報
道引述外交界的分析說： 「如果中國
國內認為王毅親日，就會令他陷入困
境。」時事社認為王毅今後能否發揮
他在日本從事外交的柔軟性成疑。

時事社引述中國消息人士的分析
說，習近平當選後已與美國、俄羅斯
、法國總統等通電話，李克強當選後
也與德國、印度總理等通電話致意，
只與日本不通音訊。該報道引述中國
國際問題研究者的分析說，習李政權
為了鞏固新政權基礎，很可能繼續對
日強硬的外交路線。

其他各大傳媒也都持類似觀點，
指出王毅雖是學日語出身、與日本政
經界都有廣泛人際關係的 「知日派」
，但在中國社會反日情緒和新政權面
臨的政治形勢來看，至少暫時難以期
待王毅改善中日關係。

前日本駐華大使宮本雄二在官方
電視台NHK上形容他所認識的王毅
時，也話中有話地說： 「我對他最深

刻的印象……就是他是個腦子很好的
人。」

安倍：日本領土面臨挑釁
另據路透社17日消息：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17日說，希望盡快會晤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韓國總統朴槿惠，
以改善因主權爭議而緊張的關係。但
日本執政自民黨也通過決議，將修改
二戰後的和平憲法。

安倍17日上午出席防衛大學的畢
業式訓話時更表示，鑒於中國在釣魚
島附近頻繁活動以及朝鮮持續開發核
武導彈，安倍稱， 「針對日本領土、
領海、領空的挑釁仍在持續」。

安倍就日本的安全環境指出， 「
與諸位踏入防衛大學門檻的4年前不一
樣，今後你們在崗位上將面對嚴峻的
現實，即 『迫在眉睫的危機』」。

在兩會期間，一些外國人士積極評價中國
深入推進改革、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和互利共贏
的開放戰略，期待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繼續發揮
日益重要的作用，認為世界各國能夠從 「中國
夢」的實現過程中獲得更多發展機遇。

推進改革開放
法國前總理讓─皮埃爾．拉法蘭：中國政

府的措施契合了處於困境中世界的要求。當今
世界需要就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中國採取了
新的發展方式，令經濟增長引起的污染更少，
更加公正，更加平衡，既促進國家進步，也滿
足人民所需，且更具包容性。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尼
古拉斯．羅迪：中國是全球經濟增長重要引擎
，未來五年內，中國面臨經濟增長方式從投資
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的重要改革任務，這
既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也是中國經濟面臨
的巨大機遇。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速，對於
美國和全球其他國家都能帶來正面溢出效應。

捍衛國際和平
德國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中國兩會非

常清楚地表明中國將繼續實行開放政策，手
處理面臨的新任務，維護地區穩定。中國推行
了非常負責任的外交政策。中國致力於為自身
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中國外交政策
是維護世界穩定的重要因素。

墨西哥前駐中國大使李子文：隨經濟實
力和國際地位提升，中國新外交政策逐漸形成

。兩會後中國外交政策將更加清晰。中國在國際問題中發
揮非常重要的平衡作用。中國一向主張通過對話和談判解
決爭端和分歧。事實證明這一做法行之有效，對於化解爭
端、緩和緊張、避免衝突甚至戰爭至關重要。

推動全球治理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所長黎良福：中國在

改革國際金融結構問題上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中代表新興經濟體更多地發
聲。此外，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中也發揮了積極作用，並
且為國際維和行動作出了貢獻。這些都是中國所取得的顯
著成就，值得讚許，中國應該繼續做下去。

（新華社）

日媒關注王毅掌外交部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
、英國廣播電視公司（BBC）、美國
有線電視網（CNN）和英國《星期日
電訊報》17日消息：中國新任國家主
席習近平17日發表當選之後的首次講
話，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在當天舉行首次
中外記者招待會。外國媒體對此高度關注，熱

議習李講話。美聯社認為，習
的 「中國夢」 講話簡潔清晰，
李克強也展現了直接坦率的風
格。

美媒稱官僚主義影響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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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在防衛大學畢業典禮上
，污稱中國 「挑釁」 日本 法新社

▲▲少數民族人大代表們少數民族人大代表們1717日離開人民大會堂日離開人民大會堂 美聯社美聯社

◀3月17日，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和副
總理張高麗、劉延
東、汪洋、馬凱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與
中外記者見面，並
回答記者提問

法新社

▲法國前總理拉
法蘭

▲美國彼得森研
究所研究員羅迪

▲德國前總理
施羅德

▲墨西哥前駐中
國大使李子文

▲新加坡國立大
學東亞研究所助
理所長黎良福

▲▲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家主席習近平1717日在日在
人大閉幕會上發言人大閉幕會上發言

美聯社美聯社

◀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 17日
在記者會後向
記者揮手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