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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論國際關係
中美關係
•想人為地把這兩大經濟體隔開，那
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

中俄關係
•既可以上天，在航天航空領域合作
，也可以下地，推地方民間的交流
，就是要把能用的十八般武藝都用
起來。

中國化解朝美分歧
•接觸總比不接觸好，我們還是要保
持耐心，要抓住機遇。

中歐關係
•正在推進中歐投資談判，實際上

是想讓雙向投資更加開放，這樣
做讓雙方都受益，當然是要公平
地受益。

中日韓自貿區
•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達成一個
全面、高水平、互惠的協定，對三
方都有好處。

國際合作
•重視和東南亞、和所有周邊國家的
合作，願意把 「一帶一路」 倡議和
有關國家的發展戰略相對接。

（記者李理整理）

中美關係曲折中前行大勢不變
經貿磋商獲實質進展 世界期待互利雙贏

推建中日韓自貿 拓中歐雙向投資
【大公報訊】記者李理北京

報道： 「中美貿易摩擦是雙方的
事情，我們不會利用第三方，更
不會去損害第三方。」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15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
金色大廳會見中外記者時如是說
。此外，他還表示，在當前世界
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大背景下，
將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並推進
中歐投資談判，令雙向投資更加
開放。

李克強表示，今年是中日韓
領導人會議機制20周年，中方擔
任主席國，我們會和日方、韓方
共同商討會議的議題。議題中應
當包括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
特別是在當前世界貿易保護主
義抬頭的大背景下，推動中日
韓自貿區建設，達成一個全面
、高水平、互惠的協定，對三

方都有好處。
李克強指出，雖然現在日本

和韓國都對中國有比較大的貿易
順差，但我們還是願意進行平等
的競爭，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
在這個過程中會實現優勢互補，
各方得益。

此外，李克強還說，中國重
視和東南亞、和所有周邊國家的
合作。我們希望有一個穩定的周
邊環境，親誠惠容。我們也願意
把 「一帶一路」倡議和有關國家
的發展戰略相對接。中國將堅定
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
做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維護
者、貢獻者。

在回答中國和歐盟關係問題
時，李克強說，中歐互為最大的
貿易夥伴，我們之間有合作，也
有摩擦，過去和現在都存在。雙

方長期以來積累了化解分歧、摩
擦的經驗，這些經驗還應該繼續
沿用，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中歐之
間應該增強互信。

李克強強調，現在正在推進
中歐投資談判，實際上是想讓雙
向投資更加開放，這樣做讓雙
方都受益，當然是要公平地受
益。 「我覺得雙方都應該以開
放的心態看待對方，在合作當
中妥善化解分歧，讓中歐關係
穩步前行。」

李克強透露，下個月他將去
歐盟總部和歐盟領導人共同舉行
新一輪中歐領導人會晤。希望通
過本次會晤，雙方都從戰略的、
長遠的高度看待中歐關係，都用
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推動合作
的心態去促進中歐關係健康穩定
發展。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
次會議閉幕後，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中外記者。對
外界關注的中美經貿磋商進展，李克強表

示，希望磋商能有成果，實現互利雙贏，這
也是世界的期待。他強調中美關係在曲折中前
行、繼續前行這個大趨勢是不會、也不應該改
變。另外，14日上午7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
牽頭人劉鶴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財政部長姆努欽進行第三次通話，雙方

在文本上進一步取得實質性進展。

大公報記者

李理北京報道

中俄貿易破千億 向翻番目標邁進

▲西班牙記者在總理記者會上提問
新華網

【大公報訊】記者李理北京
報道：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記者會上說
，中俄互為最大鄰邦，中俄保持
良好穩定的關係不僅有利於雙方
，也有利於地區、有利於世界，
要鞏固中俄經貿規模突破1000億
美元的成果，並向翻番的目標邁
進。

李克強表示，70年來，中俄
關係走過了不平凡的路，雙方
政治互信不斷增加，人文交流
也在不斷深化。去年在世界貿

易下行的情況下，中俄之間貿易
額突破了1000億美元的規模，這
可以說是一個新的標誌。 「這
本身表明，我們之間的合作有
很大潛力。」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今
年1月中俄雙邊貿易額達92億美元
，同比增長10.8%。其中，中國對
俄出口額43億美元，同比增長
11.5%；自俄進口48.9億美元，同
比增長10.2%。2018年中俄雙邊貿
易額歷史上首次突破兩國元首制
定的1000億美元目標，全年貿易

額 達 1070.6 億 美 元 ， 同 比 增 長
27.1%。

李克強指出，下一步，中俄
合作還可以拓展領域。雙方既可
以抓大，也可以推小，抓大項目
、大宗商品貿易，推小微企業，
包括跨境電商的合作。既可以上
天，在航天航空領域合作，也可
以下地，推地方民間的交流。 「
要把能用的十八般武藝都用起來
，鞏固中俄經貿規模突破1000億
美元的成果，而且向翻番的目標
邁進。」

▲1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會見採訪十三
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中外記者並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外交部高級翻譯張璐任總理記者會譯員 中通社

李克強表示，中美關係保持
總體穩定的同時，一些矛盾糾紛

也經常突出地表現出來。一段
時間以來，表現比較突出的
是中美經貿摩擦，但是中
美雙方磋商一直沒有停。
在去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
峰會期間，兩國元首達
成了重要共識，現在雙
方的磋商還在繼續進行。
「我們希望磋商能有成果
，能夠實現互利雙贏。我

相信，這也是世界的期待。」
李克強指出，中美建交

40年來，兩國關係一直向前，
取得了豐碩成果。在這個過程當

中曲折不斷、風雲變幻，但是向前
走的大趨勢沒有改變。 「因為中美兩國

之間有着廣泛的共同利益，我們的共同利益
是遠大於分歧的。」李克強說，中美之間保持穩定

的雙邊關係，不僅有利於雙方，也有利於世界。 「我
認為，在曲折中前行、繼續前行這個大趨勢是不會、
也不應該改變的。」

中美十年合作你中有我
李克強說，中美作為兩大經濟體，經過幾十年來

的發展、合作，可以說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想
人為地把這兩大經濟體隔開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
的。我們還是應該本着合作比對抗好，相互尊重、平
等互利這個原則去推動中美關係，包括經貿關係的發
展，這樣可以使兩國人民從中受惠。對於矛盾和分歧
，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有智慧、有能力來進行化
解管控，推動符合世界潮流的中美關係保持穩定並且
向着健康的方向發展。

對於外界關注的朝美領導人河內會晤，李克強表
示，中國始終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希望保持半島的
和平穩定，這個立場從來沒有改變過。

朝美對話對世界有利
李克強說，半島問題錯綜複雜、由來已久，解決

起來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段時間以來，大家都比較關
注朝美領導人河內會晤。會晤後，雙方都表示要繼續
接觸。 「接觸總比不接觸好。我們還是要保持耐心，
要抓住機遇，特別是當前顯現出的積極因素，推動對
話，特別是朝美對話，實現大家都希望得到的成果。」

李克強指，中國始終堅持半島無核化，希望保持
半島的和平穩定，這個立場從來沒有改變過。解決好
半島問題，不僅對北南雙方，對地區、對世界都有利。

另據中新社報道：14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
鶴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政部長姆努欽進
行第三次通話，雙方在文本上進一步取得實質性進展。

社 評

兩會團結奮進 經濟穩中向好 港人信心倍增
本月五日開幕的第十三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經過十一天
的緊密議程後，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勝利閉幕；大會批准了李克強
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和人大常委會
的工作報告，通過了外商投資法，由
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二十六號 「主
席令」 公布這部法律，定於二○二○
年一月一日開始施行。

本次北京 「兩會」 ，備受中外矚
目。矚目的原因，一方面是國際政治
經濟環境愈趨複雜多變，二是中美貿
易戰警報未除，而更重要的是，人們
都想看看面對來自外部的不確定因素
和國內經濟下行等壓力，中國將如何
渡過眼前這一次難關，中央如何在重
大困難面前仍然維持高昂的信心、鬥
志和士氣，鼓舞全國人民繼續迎難而
上、奮力向前。而七百萬香港市民，
作為國民一分子，一方面關心國家大
事，另方面更對香港未來的安危禍福
倍感關切，北京 「兩會」 也就成了港

人國人關心祖國、世人注目中國的焦
點和 「風向標」 所在。

而值得包括港人在內的全體中國
人民高興的是，在國際風雲一片急風
驟雨中召開的北京 「兩會」 ，不僅團
結、士氣整齊，更處處展示出一種沉
着、穩重的信心和定力，平心靜氣講
困難，有條不紊講辦法，不激動、不
浮躁，實事求是、開誠布公，完全一
派泱泱大國之風和習近平新時代社會
主義強國的新風格和新氣度，令人可
以頷首微笑、有所思所得和暗中叫好
，影響是深刻而又長遠的。

事實是， 「兩會」 之後，中國人
民迎來的又一件大事，就是新中國成
立七十周年大慶。人生七十已經不再
「古來稀」 ，國家七十就更是繼往開

來、奮發有為之年，剛結束的北京兩
會，為建設未來更富強美好的中國、
為實現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
強國、實現復興中華民族的 「中國夢
」 繪就了藍圖、指明了方向，那就是

初心不忘、夙志不改，在困難面前堅
持原則、堅定不移，就如習近平主席
日前所說的 「能讓的盡量讓，不能讓
的堅決不讓」 ，而且時時事事處處以
人民福祉為念，以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為目標，為讓中國人民過上更好的
好日子而努力奮鬥。

七十年家國，往事豈能忘。上世
紀五十年代初，為保家衛國、抗美援
朝，中國人民作出了重大犧牲；今天
，新中國已經昂首挺胸屹立於世界民
族之林， 「神舟」 上天、 「高鐵」 在
地、 「蛟龍」 下海、 「嫦娥」 奔月，
國力與七十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更有改革開放震古鑠今、 「一國兩
制」 開創先河，而一切成果和奇跡的
得來，都只能證明一個真理，就是高
舉社會主義現代化旗幟的中國共產黨
始終是領導中國人民前進和實現國家
富強的唯一核心力量，而只有始終牢
牢記住一切為人民的初心和宗旨，依
法治國，懲貪反腐，中國共產黨才能

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得到人民的衷心
擁護，勝利前進。

昨日，大會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
和李克強總理在中外記者會上的答問
，內容都是實事求是，予人講實話和
辦實事的良好感覺。其中，如人民看
病難看病貴和養老託幼的問題，李克
強強調，民生是天大的事情， 「一老
一小」 問題突出，當前中國人口年齡
趨於老化，六十歲以上的有二點五億
人，六十五歲以上的有一點七億人，
但養老機構能夠提供的是每百名老人
只有三個床位，有些老人家到九十歲
還等不到一個床位。而解決問題需要
政府和民營兩方面合作，政府願提供
「公租房」 和減免水電費、減稅免稅

，鼓勵社區提供養老服務。
醫療方面，總理說，目前我國醫

保雖已覆蓋全民，但水平不高，尤其
是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一萬五，遇
到大病 「靠自己扛」 很困難，政府和
社會要共同出力緩解這個 「民生之痛

」 ， 「沒有健康就沒有幸福」 。
在記者會上，被問得最多的是中

美關係問題，李克強總理在回應中指
出：中美關係保持總體穩定的同時，
一些矛盾糾紛也經常突出地表現出來
。一段時間以來，表現比較突出的是
中美經貿摩擦，但是中美雙方磋商一
直沒有停。 「我們希望磋商能有成果
，能夠實現互利雙贏。我相信，這也
是世界的期待。」

事實是，不論是中美貿易摩擦、
外商投資法，還是內地的經濟、民生
議題，回歸已逾二十一載的港人，在
「一國兩制」 下都不可能再置身事外

、置若罔聞。亂港傳媒《蘋果日報》
連日在北京 「兩會」 議題上做文章，
散布什麼 「氣氛低迷」 、「前景暗淡」
之類的謠言，是別有用心和毫無根據
的。北京 「兩會」 團結、務實、開得
好，國家整體形勢和經濟也是團結奮
進、穩中向好，而國家好、香港更好
，港人對此應更多關注和提高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