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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中吉新型國家關係典範
【香港商報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將啟程對
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上
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九次會議、亞洲相
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五次峰會。
這是習近平主席本月上旬出訪俄羅斯後，中國經略
周邊的又一重大外交行動。專家表示，此訪雙多邊結
合，行程緊湊豐富，對於深化中國同往訪國關係、推
進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在新起點上謀劃上合組
織和亞信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經受住國際風雲變幻考驗
出訪前夕，習近平昨日在吉爾吉斯斯坦《言論
報》、 「卡巴爾」國家通訊社發表題為《願中吉友誼
之樹枝繁葉茂、四季常青》的署名文章。
文章稱，建交以來，中吉關係經受住了國際風雲變
幻考驗，兩國風雨同舟、守望相助，是名副其實的好
鄰居、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在國際社會樹立了

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的新型國家關係典
範。
中吉政治互信日益牢固。兩國建交後不久，雙方就
徹底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中吉 1000 多公里的
共同邊界成為連接兩國人民的紐帶。目前，中吉關係
不存在任何懸而未決的問題，雙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的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中方堅定支持吉爾吉斯斯
坦人民根據本國國情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堅定支持吉
爾吉斯斯坦政府為維護國家獨立、主權、領土完整所
採取的各項政策措施。吉方也在台灣、涉疆、打擊
「三股勢力」等問題上一貫給予中方堅定支持和有力
配合。
中吉務實合作不斷深入。吉爾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
和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的國家之一，雙方在經貿、
能源、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等領域取得了一批重
要合作成果。中國已成為吉爾吉斯斯坦第一大貿易夥
伴國和投資來源國。2018 年，中吉雙邊貿易額超過 56

億美元，同建交之初相比增長超過 150 倍。中方累計
對吉爾吉斯斯坦投資近 30 億美元。
中吉人文交流更加熱絡。2018 年，兩國人員往來超
過 7 萬人次，吉爾吉斯斯坦在華留學生超過 4600 名。
吉爾吉斯斯坦開設 4 所孔子學院和 21 個孔子課堂，中
方援建的比什凱克第九十五中學成為當地最受歡迎的
學校。
文章稱，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吉
攜手合作，共迎挑戰，確保兩國關係持續穩定健康發
展，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我期待通過這次訪問，
同熱恩別科夫總統一道，擘畫中吉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未來發展宏偉藍圖，引領兩國關係和各領域合作再上
新台階。

訪中亞聚焦安全與合作
北京專家表示，在國際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
下，與會各方將如何進一步推動務實合作、應對地區

安全形勢變化將是焦點所在。
中國同吉、塔兩國關係均處在歷史最好時期。據中
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漢暉表示，習近平將與吉爾吉斯、
塔吉克兩國元首對雙方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未來發展作
出新規劃新部署，進一步夯實中吉、中塔關係政治基
礎，為共建 「
一帶一路」合作描繪新藍圖。
上合組織成員國及亞信會議參與國多是新興市場國
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石澤談
到，在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博弈的目前，中國和中亞
國家面臨着共同任務，就是要維護國際形勢穩定，通
過國際合作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因此，在維護多邊體
制上，成員國們也應有發聲。
再有，不論是上合還是亞信，與會各方在地區安全
方面將有何合作值得關注。石澤告訴記者，最近中亞
地區安全形勢發生了變化，地區的恐怖勢力有回潮苗
頭， 「所以需要上合組織國家領導人一起來對表，看
怎麼來加強對安全挑戰的應對。」

美卿胡謅涉新疆言論

京：少打幌子干涉他國內政
安倍冀提升
中日關係

【香港商報訊】針對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發表關於中國新疆的言
論，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11 日表
示，蓬佩奧對新疆缺乏最基本的
了解和認識，打着人權、宗教的
幌子干涉中國內政，這樣的企圖
注定會失敗。

新疆不存在「再教育營」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了一些關於中國新疆的言論，
稱中國政府至少將 100 多萬穆斯林少數民族人士拘禁
在 「再教育營」，長期破壞當地穆斯林民眾的信教自
由，並試圖消滅維吾爾族文化和伊斯蘭信仰。中方對
此有何評論？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都有一句話 『眼見為
實』。我不知道蓬佩奧先生有沒有去過新疆，但從他
散播的那些關於新疆的不實之詞來看，他對中國新疆
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認識。」耿爽說。
他表示，新疆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 「再教育營」。
新疆依法開辦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目的是幫助少
數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想侵蝕的人重回正軌，幫
助他們掌握自食其力的技能並最終重新融入社會。建
立教培中心以來，新疆已經近 3 年未發生過暴力恐怖
事件，安全形勢得到了極大的改觀。
耿爽說，新疆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
由，這一事實有目共睹。新疆現有清真寺 2.44 萬座，
平均每 530 位穆斯林就擁有一座清真寺。 「根據我看
到的公開數據，美國全國的清真寺數量還不到新疆的
十分之一。」
耿爽表示，維吾爾族文化得到有效的保護和發揚。
新疆維吾爾族人民依法享有使用本族語言文字的權
利。新疆的媒體使用漢、維吾爾等多種語言進行廣播
出版，維吾爾木卡姆藝術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我剛才說過，蓬佩奧先生似乎對新疆缺乏基本的

中國外交部連續兩天怒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小圓圖），發言人耿爽 10 日回應信息安全時稱，一段時間以
來，蓬佩奧先生無論走到哪裏都言必稱中國，可惜他有關中國的表態充斥着謊言與謬論。
資料圖
了解，但這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是，他願
不願意去了解一個真實的新疆。如果置事實和真相於
不顧，醉心於編織謊言和謬論，妄圖打着人權、宗教
的幌子，干涉中國內政，那就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另一
回事了。」耿爽說。
「我要提醒蓬佩奧先生的是，他的公開表演越充
分，他的真實面目暴露得也就越充分。任何干涉中國
內政的企圖都注定會失敗。」耿爽說。

會及時發布「習特會」消息
當天還有記者提問，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 CNBC 電
視台採訪時稱，預計將會在 G20 大阪峰會期間同習近
平主席見面。在被問及如果見不到是否會導致美方對
3000 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關稅時，特朗普總統回
答 「會的」。中美兩國元首是否將在 G20 峰會期間見
面？中方對特朗普上述表態有何回應？
耿爽表示，注意到近一段時間以來，美方多次公開
表示，期待安排中美兩國元首在二十國集團大阪峰會

四部委聯合專項整治網站安全
【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央網信辦等四部
委於 2019 年 5 月至 12 月，聯合開展全國範圍的互聯網
網站安全專項整治工作，對未備案或備案信息不準確
的網站進行清理，對攻擊網站的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嚴
厲打擊，對違法違規網站進行處罰和公開曝光。
國家計算機網絡應急技術處理協調中心有關負責人
介紹，近年來，攻擊篡改、植入後門、數據竊取等危

害互聯網網站安全的行為呈現快速增長趨勢。據其抽
樣監測發現，2019 年前 4 個月中國境內被篡改的網站
8213 個，同比增長 48.8%；被植入後門的網站 10010
個，同比增長 22.5%。
同時，近期發現由於運營者安全配置不當，很多數
據庫直接暴露在互聯網上，導致大量用戶個人信息洩
露。

期間舉行會晤。如果有消息會及時發布。關於中美經
貿問題，耿爽強調，中方態度非常明確和堅定的。中
方不想打貿易戰，但也不怕打貿易戰。如果美方願意
平等磋商，中方大門敞開。如果美方執意要升級貿易
摩擦，中方將會堅決應對、奉陪到底。

【香港商報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在官邸會
見中國新任駐日大使孔鉉祐，對於與本月底赴日出
席二十國集團（G20）大阪峰會的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舉行首腦會談表示了期待。安倍稱： 「我期待
此次會談。希望為 G20 大阪峰會的成功而共同合
作。」
安倍還強調： 「知日派的您出任大使，我感到非
常高興。希望攜手開創日中的新時代。」孔鉉祐用
日語回應稱，為了改善兩國關係， 「希望共同揮灑
汗水」。
安倍稱，程永華過去在任內留下很多成績，希望
孔鉉祐能繼續協助日中關係獲得更進一步發展。
安倍表示，期待能在 20 國集團（G20）大阪峰會
時與習近平針對各項議題廣泛對話，共同為成功舉
辦 G20 努力，也希望能和習近平攜手開創日中新時
代。兩人還就圍繞朝鮮局勢的合作交換了意見。
孔鉉祐 5 月底到任。他是中國外交部的日本問題
專家，此次前往官邸是為了進行到任後的禮節性拜
訪。10 日，他還在外務省與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會
面。
孔鉉祐與安倍會面後向媒體表示，相信能把兩國
關係推向新水平。

遼寧艦率艦群穿越宮古海峽

香港商報廣告效力宏大

【香 港 商 報 訊 】 日 本 防 衛 省 11 日 發 布 消 息
稱，確認到中國海軍航空母艦 「遼寧艦」等 6 艘
艦船同日上午通過了沖繩本島和宮古島之間海
域，駛向太平洋。沒有危險行為，沒有進入日
本領海。這是繼 2018 年 4 月後遼寧艦再度通過
該海域，為第三次。
據防衛省透露，日本自衛隊 P3C 反潛機拍攝
到，與遼寧艦一同穿越宮古海峽的包括石家莊
號導彈驅逐艦、呼倫湖號 901 型綜合補給艦、西
寧號導彈驅逐艦、大慶號及日照號導彈護衛
艦。防衛省說，這次是日本首次確認 901 型綜合
日本自衛隊拍攝到的遼寧艦。
補給艦伴隨艦隊穿越宮古海峽。據分析，通過
配合航母速度進行燃料補給等，可大幅擴展艦
隊的行動範圍。防衛省認為中方艦隊也有可能
持續在周邊海域進行訓練，將持續警戒監視。
遼寧艦在 2016 年 12 月 25 日首次通過該海域，
從東海駛向太平洋一側。2018 年 4 月 21 日反向
駛往東海，前一天在沖繩縣與那國島以南約 350
首次拍到呼倫湖
公里的太平洋上實施了艦載機起降訓練。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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