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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 10日电 （记者李伟
红）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来华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
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
美国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
等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

习近平表示，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
取得了积极成果，释放了改善和发展中
美关系的重要信息。我对双方团队的辛
勤努力表示赞赏，希望双方落实好这些
成果，让其尽快发挥出积极效应，使两
国和两国人民尽早受益。双方要重点做
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沟通交
流。我欢迎奥巴马总统今年 11 月来北
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访华，也愿意继续通过通信、通话等
方式同他保持沟通，就共同关心的重大
问题及时交换意见，把握两国关系的发
展方向。双方还要加强其他领域对话和
交往。二是促进合作。我们要扎扎实实
做几件事，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
强两军交往，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等
领域力争达成合作共识和协议，在地区
热点问题上保持沟通和协调，同其他各
方一道，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三是
减少麻烦。双方要求同存异、求同化
异。凡是有利于为两国关系注入正能量
的，都要做“加法”；反之，都要做

“减法”。
习近平指出，中美建交 35 年来，两

国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经验教训

弥足珍贵、值得记取。中美双方应该坚持
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增进互信，扩
大利益契合点，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
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展。

克里和雅各布·卢表示，两天来，
我们同中方同事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
和磋商。奥巴马总统欢迎并希望看到一
个强大、繁荣、稳定的中国，美方绝对
无意遏制中国，无意同中国对抗、冲
突。美方支持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国
经济保持发展对美国有利。美方希望美
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愿同中方加强对
话，朝着早日达成双边投资协定的目标
积极努力，加强两国经济伙伴关系。美
中双方还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

挑战和一系列地区热点问题，促进两国
共同利益和世界的安全、稳定、繁荣。
奥巴马总统非常期待再次访问北京并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本报北京7月 10日电 （记者赵明
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日下午在中
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出席第六轮中美战
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
层磋商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国
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

李克强表示，希望美方采取切实措
施放宽民用高技术物项对华出口，在能
源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以更加积
极的姿态开展对华合作；加强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为国际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
复苏作出应有贡献。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和财长希望

落实好对话成果 两国人民尽早受益
李克强同日会见

当地时间7月9日下午1时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2014”演习的三艘舰艇陆续驶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驶往演习海
域。图为中国海军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在拖船拖带下驶离珍珠港码头。 新华社记者 覃海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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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环太平洋—平洋—20142014””

中国舰艇启程中国舰艇启程赴演习海域赴演习海域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熊争艳、
王慧慧） 中美两国10日就战略、经济、人文
三方面达成约 300 项合作成果。这些成果为
今年11月中美元首会晤打下良好基础，为构
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正能量。

这些成果是两国多部门在第六轮中美战
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
商期间达成的。为期两天的对话和磋商于10
日在京闭幕，发表3份联合成果清单。

战略对话成果清单显示，两国元首将继
续通过访问、会晤、通话、通信等方式保持

经常性沟通。双方表示，将共同努力为今年
11 月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做好各方面准备工
作。

双方同意加强在反恐、执法、反腐、海
关、渔业、海事、残障人士保障、能源与气
候变化、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经济对话达成90多项成果，涉及强化经
济政策合作、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提升
全球合作和国际规则、支持金融稳定和改革
四方面。

一大亮点是，双方就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BIT）谈判达成“时间表”，同意争取2014年就
BIT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承
诺 2015 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这被财政
部副部长朱光耀称之为“历史性进展”。

美国欢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承诺对各

类投资者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承诺美外国
投资委员会审查的外国投资项目使用相同规
则和标准；承诺继续与中方就外国投资者审
查程序中的概念进行讨论和解释；承诺在出
口管制改革过程中给予中国公平待遇。

双方同意加强金融合作，包括影子银
行、场外衍生品改革、跨境监管、会计准则
等领域合作。双方欢迎就《海外账户税收合
规法案》达成政府间协议，以打击逃税。美
国承诺将中资金融机构视为合规。

人文磋商成果清单显示，中美在教育、

科技、文化、体育、妇女和青年 6个领域达
成 104 项成果，这是磋商机制成立至今成果
最丰硕的一次。

中美宣布将积极推动双向留学规模大幅
增加。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将在美国成立
普林斯顿国际数理学校，这是中国教育部批
准首家由中国学校在美国创办的纳入美国基
础教育建制的国际学校。

中美将加强博物馆、演艺团体、学术机
构之间的交流。莫言将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邀请，出席“世界领袖论坛”。体育方面引
人关注的是，美国NBA将与中方开展多项合
作，包括选派教练来华授课等。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人文交流高
层磋商是目前中美之间参与部门最多、讨论
议题最广的平台。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超、安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0 日
发表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
书（全文见第十一版）介绍说，2010年至
2012年，中国共向 121个国家提供了援
助，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
对外援助资金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
和优惠贷款三种方式。三年中，中国对
外提供无偿援助 323.2 亿元人民币，占
对外援助总额的 36.2％；对外提供无息
贷款72.6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
的 8.1％；对外提供优惠贷款 497.6亿元
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55.7％。

根据白皮书提供的数据，2010 年
至2012年，中国共在80个国家建设成
套项目580个，对外援建了156个经济
基础设施项目。为促进贸易发展，到
2012 年底，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出口近
5000 个税目商品已享受零关税待遇。
2008 年以来，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最
不发达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吸收最
不发达国家约23％的产品出口。

白皮书指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
家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对外
援助的主要内容。中国重点支持其他
发展中国家促进农业发展，提高教育
水平，改善医疗服务，建设社会公益
设施，并在其他国家遭遇重大灾害时
及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中美对话达成约300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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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9日电（记者赵婀娜） 2013年中国在美留学
生数量多达 24万人左右。而过去 4年中，来华留学的美国学
生也逐年增加，总数已达92855人，是中国第二大国际学生来
源国。这是记者从9日上午召开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获悉的。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岑建君介绍，中美人文交
流高层磋商机制目前已涵盖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妇女
和青年6个领域，落实近200项重要成果。目前双方已合作在
美国设立 102 所孔子学院，377 家孔子课堂，注册学生 22 万
人，267万人参加过孔子学院举办的各类活动。

在美孔子学院达102所

“敦煌号”旅游列车首发
7 月 10 日 ，

600 多名旅客在
兰州火车站登上
首发的兰州至敦
煌 Y667/8 次

“敦煌号”品牌
旅游列车出行。
图为身穿敦煌元
素服装的列车员
们在表演。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自去年以来，日本在国安政策上
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它先制定特别
秘密保护法，再设立国安会，然后又
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近日，日本
内阁又做出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

安倍政府推出这些举措，旨在让日
本成为“正常国家”，突破和平宪法，最
终获得战争权。日本政府自恃有美国撑
腰，不顾国内强烈反对和国际社会严重
关切。日方指望搭上美国战车，通过日
美联合军事行动，重获战争权。

日本政府为何如此一意孤行、为
所欲为？理由无非有两条。其一，日
本面临威胁，因此需要松绑，以对他
国实施威慑。其二，日本已是和平国
家，因此不再需要和平宪法。

真是这样吗？先看日本是否面临威
胁。且不论日本战力有多强，它有超级
大国的军事保护，难道还会感到不安
全？日本曾受原子武器攻击，它也因此
而迅速投降。今天美国的核威慑是这么
说的：如果美国本土、海外美国驻军以
及美国盟国受到攻击，美国就可能首先
使用核武器。理论上，只要日本受到进
攻，而且无论是何种进攻，攻击者就得
准备承受美国的核攻击。

日本认为面临威胁，那它是否既
要美国保护却又担心美国保护不力
呢？摆着美国超级核威慑以及世界上
最为精良的常规武备，还要担心美军

不能帮日本抵挡威胁，这让谁相信？
日本认为的威胁，恐怕是伴随中国

崛起，中国更有能力维护主权。日本在
1895年窃取我国钓鱼岛，后因美日私相
授受而使我国恢复对其主权的努力受
阻。出于合作反霸的考虑，中日曾达成
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的默契，这本是中
国对于发展中日关系、维护地区稳定的
积极提议，两国此后基本按此方针相
处，因而获得了40年的和平与稳定。

是日本政府在 2012年强行“国有
化”钓鱼岛，单方面改变钓鱼岛问题
现状，才迫使中方高调宣示主权。中
方的举措是对日本严重错误的正常反
应，而非对日本的威胁。钓鱼岛本属
中国，出于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中方
长期采取了克制态度。日本不听中方
劝告与警告，强行挑战中国主权。谁
对谁构成威胁，岂非一目了然？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另一借口，
是它已是和平国家，即使获得集体自卫
权，也不会对外侵略，而和平宪法则束
缚了日本用武力去维护和平。这个理由
听上去很玄，但完全经不起推敲。

行使集体自卫权，意指日本将可
能参加美国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军事
行动都是和平的吗？美国于 2003年对
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既无伊拉克参
与“9·11”事件的证据，也无它对美
国先发制人的可能，更无联合国安理

会授权，因此这场军事行动绝不合
法。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大约50万伊拉
克人的伤亡，这难道是和平的？日本
就是要同美国共同参加这种战争？

至于日本是和平国家，那是每个善
良者的希望。但是，在战后将近70年之
后，日本一些领导人仍对东京大审判耿
耿于怀，他们时刻想翻历史之案。他们
参拜供奉着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否认
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慰安妇”，其阴
暗心理同和平国家南辕北辙。日本倘若
真是和平了，倒也未尝不可“正常化”。
但在当今日本拜鬼为神、对他国受害者
没有真正忏悔之时，日本和平宪法仍是
禁锢军国主义的镇妖之塔，不可松动。

无论是“日本面临威胁”，还是“日
本已是和平国家”，都与事实出入甚大。
日本一些政要颠倒黑白，其安全感知完
全陷入误区，而且已经一误再误。这种
误区经过刻意伪装，还另具诱惑。因此，
善良之士要真正保卫日本与亚洲和平，
必须警惕、严防少数右翼绑架日本。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

日本安全感知再陷误区
■ 沈丁立

本报上海 7月 10 日
电 （记者张贺、曹玲娟）

“ 中 国 动 漫 未 来 十 年 展
望”研讨会今天在上海举
行。记者从会议上获悉，
我国动漫产业总产值已突
破870亿元。

近年来，我国动漫产
业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态势，成为文化产业中最
具增长实力和发展潜力的
行 业 之 一 。 2010 年 至
2013 年 动 漫 产 业 产 值

（销售收入） 平均增长速
度在24%以上，超过同期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15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4 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动
漫产业共有企业约 4600
余家，从业人数近 22 万
人，2013年产值为870.85

亿元，是 2010 年的 1.85 倍。2013 年
我国核心动漫产品出口额达到10.2亿
元，同比增长22.80%。

与会专家及企业代表围绕未来十
年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方向、新的增
长点、中国动漫产业与国际相比的优
劣势、未来十年中国动漫游戏产业发
展急需的扶持政策等方面展开讨论。

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