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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日
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成立 17
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已获得国际社会认
可并成为成员国在多个领域合作的有
效平台。

纳扎尔巴耶夫指出，通过《上海合作
组织宪章》这一基础性和章程性文件、签
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上合组织成为有威望的地
区合作机构。此外，成立上合组织地区
反恐怖机构同样重要，该机构为维护全
球和地区安全作出了切实贡献。2017年
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印
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对增强该组
织的影响力和威望同样重要。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上合组织成员
国倡导的“上海精神”是该组织成立以
来取得的最重要成就。这一精神体现
了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相
互平等和对发展目标的共同追求。

纳扎尔巴耶夫认为，上合组织的潜
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成员国可以在

以下领域增强合作。
第一，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经

贸和投资合作，尽快启动上合组织发展
银行和发展基金（专门账户）将具有特
殊意义。鉴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发展
规划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规划正
在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纳扎尔巴耶
夫对地区经贸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
他认为，这种对接可以为建立上合组织
自由贸易区创造良好条件。

第二，有效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间
的交通运输合作。

第三，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民众提供
高质量和无污染食品。由于气候变化导
致自然灾害和天气异常现象增加，上述问
题将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哈萨克斯坦
提出的有关上合组织成员国在食品安全
领域加强合作的计划具有现实意义。

谈到中哈关系时，他说，哈萨克斯
坦是中国最亲密的可靠朋友和伙伴，哈
方高度重视与中国发展关系。五年来，
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哈方“光明之
路”新经济计划对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目前，哈中合作涵盖交通基础设
施、贸易、加工业、能源、农业以及其他
有潜力的众多领域。中欧班列和中亚
班列已投入运行。这些班列将拓展哈
过境运输和进出口潜力。西欧－中国
西部公路在哈境内段的建设已经结
束。哈中两国正在全面实施产能合作，
涉及51个项目，总投资额为270亿美元。

纳扎尔巴耶夫说，哈萨克斯坦独立
后，中国在哈投资总额已超过 160亿美
元，目前哈境内的中资企业超过 1200
家。根据双方达成的投资计划，两国还
将在哈境内建立生产高新技术和高附
加值产品的合资企业。双方已在机械
制造、石油加工等领域完成 4个合作项
目，总投资额达到 1.43 亿美元。今年，
双方还将在冶金、化工等领域启动 6个
合作项目，投资总额在 20亿美元左右。

哈方已制定大幅增加加工产品出口的
目标，因此哈方希望吸引中国投资。为
实现经济现代化并增加哈经济吸引力，
哈政府正在系统性地改善投资环境。

纳扎尔巴耶夫还特别提到了两国
农业合作。他说，两国农产品贸易蓬勃
发展，在农业领域的投资合作正在增
加。最近 5年，两国农产品贸易额增加
了 20％，哈方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增加
了1倍多。

谈到两国人文合作时，纳扎尔巴耶
夫表示，哈中两国文艺工作者互访频
繁。哈萨克斯坦已成立多家孔子学院，
中文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多所大学的第
二外语。他还感谢中国观众喜爱哈萨
克斯坦歌手迪玛希。
（新华社阿斯塔纳6月1日电 记

者周良）

上合组织已成为成员国在多领域积极合作的平台
—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南海平静了，山姆大叔却躁动了。

从派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

海，到炒作所谓中国南海军事化，美国

近期围绕南海问题不断兴风作浪，大

有搅不浑南海局势誓不罢休的架势。

归结起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屡

屡生事，打的无非是“南海军事化”的

幌子，扯的不外乎“航行自由行动”的

大旗。然而，山姆大叔把声势造得再

响，也改变不了其无理取闹的本质。

先说美方炒作所谓中国南海军事

化问题。一个在南海地区军事存在远

远超过中国和其他南海沿岸国家军力

总和、不远万里派舰到南海耀武扬威

侵犯他国主权的国家，却指责别国推

动南海军事化，这不是“贼喊捉贼”是

什么？

再看美国口口声声要维护的“航

行自由”。试问，一个连《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都没有加入的国家，哪里来的

底气在海上维护国际法权威？又试

问，什么样的“自由”，要建立在侵犯他

国主权基础上？这是典型的“美国例

外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

说到南海当前局势，相关国家最

有发言权。新加坡外长维文不久前接

受《海峡时报》采访时便指出：“当前南

海形势已经平静许多，东盟和中国都

有善意和信心开启‘南海行为准则’案

文磋商。”

看来，南海没事，倒是美国有“心

事”。频频搅局南海，折射出美方根深

蒂固的冷战思维，暴露出其对华心态

的日益失衡。无论是此前借口南海问

题取消邀请中方参加“环太平洋-

2018”演习，还是此番派舰进入中国西

沙群岛领海，都是美方长期以来所秉

持的冷战式的遏制和对抗思维在作

祟，严重损害两国两军关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中美在合作的同时存在分歧

在所难免。在全球化日益加剧、“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今天，面对中国的不

断发展，美方要做的应该是聚焦合作

面，而不是秉持对抗思维一味惹是生

非。“望远能知风浪小，凌空始觉海波

平”，美方的目光未免太短浅了些。

需要正告美方的是，无论你说什

么、无论你来多少次，都改变不了“南

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个

铁一般的事实。中国在南海自己的岛

礁上部署必要和有限的国土防御设

施，是堂堂正正地行使国际法赋予我

们的自保权和自卫权，正当合法。美

方应立即停止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

国安全的挑衅行动，放弃无谓的炒作，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多做有利于地区

国家互信合作、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的事。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

枪。中国军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的坚定力量。我们加强海空战备建

设，提高防卫水平，捍卫国家主权和安

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意志坚

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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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平壤6月1日电 （记者吴
强）据朝中社 1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 5月 31日在平壤会见俄罗斯
外长拉夫罗夫时表示，朝鲜对半岛无核
化的意志是“不变、一贯和坚定的”，希
望分期解决朝美关系和半岛无核化问
题。

报道说，金正恩表示，为了使问题
得到解决，各方需“通过高效、富有建设

性的对话与协商不断见到实效”。希望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用新方法摸索充
分满足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法，分期解决
朝美关系和半岛无核化问题。

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希望看到一
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朝鲜半岛以及东
北亚，俄方对此前朝鲜与韩国签署的
《板门店宣言》表示赞赏，并愿为该宣言
的履行贡献力量。俄罗斯期待与朝韩

双方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
双方还就发展新时期朝俄战略和

传统关系、在今年两国建交 70 周年开
展高级别往来及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
朝俄领导人会晤等方面达成共识。金
正恩对俄方发展两国关系的立场和双
方建立新的政治战略互信表示满意。

会谈中，拉夫罗夫还向金正恩转达
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笔信。

金正恩会见俄外长拉夫罗夫时表示

朝鲜对半岛无核化的意志是“不变、一贯和坚定的”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记者郑
明达）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日在回答
有关美国强征钢铝关税遭多国批评的
提问时说，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各国利益日益交融的情况下，以邻
为壑，让子弹乱飞，绝不具有任何建设
性。她呼吁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坚
决反对各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和正常的国际贸易秩
序。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从 6月 1日
起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输美钢、铝产
品分别征收 25%和 10%的关税，引发有
关各方强烈批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
克表示，美方此举是完全的保护主义，

在世界贸易中实施单边措施完全不可
接受，欧盟将很快宣布平衡美方关税的
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美方决定是
非法和错误的。德国财长肖尔茨称将
作出强有力回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表示此举完全不可接受。墨西哥也宣
布了相应的反制措施。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华春莹说，这一消息各方都非常关
注。当前国际格局正发生前所未有的深
刻变化，热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日趋抬头。面对这样一个
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世界，负责任
的国家应当制定负责任的政策，采取负
责任的行动，共同努力为世界提供正能
量，注入稳定性。

她说，很多国家对当前美方搞单边
主义和保护主义感到担忧。“我们一向认
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
益日益交融的情况下，以邻为壑，让子弹
乱飞，绝不是有效和有益的方式，也绝不
具有任何建设性。”

她表示，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应
该坚决反对各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规则为基础、公
平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正常的国
际贸易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
和增长。
“我们愿同有关国家一道，继续坚守

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共同努力推进经
济全球化进程，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华春莹说。

外交部回应美强征钢铝关税：让子弹乱飞不具建设性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记者郑
明达）针对美方日前表示对中国公民各
项签证政策没有改变，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 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美
方澄清表示欢迎，中美签证便利化符合
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院日前

表示，美国对中国公民的各项签证政策都
没有改变，中国学生赴美仍然获得最长5
年的签证，美国对敏感专业申请人的审查
程序也没有变化，并且不针对中国公民。
美国国务院强调，美国欢迎愈来愈多的中
国公民访问美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对美方澄清

表示欢迎。”华春莹说，人员往来是促进
中美两国间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基础。
中美签证便利化是对等互惠的事情，符
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她表示，中美双方应采取更加积极的
措施，使两国人员往来更加便利，进而为
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外交部回应美对中国公民各项签证政策未改变：表示欢迎

中国第6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日前全部抵达加奥营区，展开医疗救治和人

道主义救援。迄今，他们已收治了来自36个国家的伤病员。图为维和友军官兵

接受治疗。 阿勒木斯摄

据新华社塔那那利佛5月31日电

（记者文浩）中国援马达加斯加“光明行”
项目 5月 31日正式在马首都塔那那利佛
启动。来自中国北京、兰州两地的眼科
专家计划在未来两周内为马达加斯加的
白内障患者进行200余台手术。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杨小茸、马
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长安德里亚马纳里
武，以及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百
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据悉，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马达加
斯加实施“光明行”项目，项目专家组由
11名专家组成，除进行手术外，专家组
还将为马达加斯加眼科专业技术人员开
展培训，并开展学术交流。

中国“光明行”项目惠及

马达加斯加白内障患者

聚焦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新华社首尔6月1日电 韩国和朝
鲜 1 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
家”举行高级别会谈，就履行《板门店宣
言》的具体方案和后续措施达成一致。

根据双方发布的联合公报，双方商
定于本月 14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
一阁举行将军级军事会谈，于 18 日在
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体

育部门会谈，于 22 日在朝鲜金刚山举
行南北红十字会会谈。双方还同意定
期举行高级别会谈，对《板门店宣言》的
履行情况进行督查。

韩朝就履行《板门店宣言》具体方案达成一致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2018年 6
月 1日，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在
中国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等 16个
国家的 110多家媒体，就共同加强上合
组织框架内新闻媒体交流与合作充分
交换意见，形成广泛共识，联合发布了
《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关于加强
媒体交流合作的倡议》。
《倡议》说，上合组织成立 17 年以

来，各国新闻媒体以互信、互利、平等、

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神”为指引，不断密切沟通联
系，深入开展交流合作，为促进人民相
互了解信任，巩固各国世代友好作出
了应有贡献。我们决定，以即将在青
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深
化上合组织框架内媒体合作，共同倡
议：

坚定弘扬“上海精神”，积极传播上
合信息，深入报道青岛峰会，展示上海

合作组织国家新型国际关系的成功实
践，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树立“人类命
运共同体”观念，携手建设和平、安全、
繁荣、开放、美丽的世界。

密切关注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新
挑战，聚焦上海合作组织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的努力，围绕各方为打击“三股势
力”、毒品犯罪和网络犯罪等开展的执
法安全合作进行联合采访报道，为加强
地区安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及时报道上海合作组织务实合作

新进展，广泛传播上海合作组织在促进
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的新举措，推动
形成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的舆论共识，促进地区经济融合发
展。

积极支持上合组织人文交流与合
作，发挥不同媒体的优势和特点，讲好
各国民间友好交往故事，支持文明对话
与交流互鉴，为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
厚植民意基础。

共同构建跨国传播网络，加强国际
新闻报道合作，努力排除意识形态等因
素干扰，客观公正报道国际事务，推动
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秩序。

深入开展各国媒体专业领域合作，
加大新闻信息产品互换，深化媒体合作
项目对接，举办新闻从业人员培训，加
强新媒体技术交流，共同提升媒体报道
能力和水平。

上合组织首届媒体峰会关于加强媒体交流合作的倡议

新华社新加坡6月1日电 （记者
王晨曦、王丽丽）第 17届香格里拉对话
会 6月 1日在新加坡开幕。与会代表在
对话会期间将聚焦亚太安全挑战与对
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
长何雷率团出席会议。代表团将围绕
“亚太地区军事力量发展的战略影响”
议题发言，重点宣介关于中国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重要理
念。中方还将与参会各国防务部门和
军队官员、专家学者就安全防务领域的
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阐述中方立场
观点。

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1日至 3日在
新加坡举行，共有 17 个国家的国防部
长以及来自 40个国家的高级军官和学
者共 600 多人参会。各国代表将在对
话会期间，就亚太地区面临的缓解朝核
危机、变化中的亚洲安全秩序、恐怖主
义与反恐、地区安全合作等议题进行讨
论。各国代表还将举行双边、多边等形
式的会晤。

印度总理莫迪在开幕式发表了主
旨演讲。他说，各个国家都互相影响、
彼此依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决定
世界的未来。亚洲各国都应该平等相
处，加强对话与沟通，亚洲各国间的合

作将塑造这个世纪的未来。
莫迪在演讲中积极评价印中关

系。他说，双方的合作正在拓展，贸易
正在增长，而且在管控分歧、维护边界
和平上展现出成熟与智慧。“我坚定相
信，当印度和中国以相互信任并照顾对
方利益的方式共同合作，亚洲和世界将
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式名称是亚
洲安全峰会，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
究所发起、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于
2002 年开始举办的多边论坛，因其
每年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而得名。

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
聚焦亚太安全挑战与对策

新华社纽约5月31日电 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 5月 31日说，正在美国的朝
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
将前往华盛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交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个人信
件。

蓬佩奥当天在纽约与金英哲举行
会谈后说，双方就两国领导人会晤、朝

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
说，过去几天的磋商在创造条件以便双
方领导人实现会晤方面“取得了真正的
进展”。

蓬佩奥说金英哲将向特朗普转交金正恩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