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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望 日 方 重 信 守 诺 ，按 规 矩 办 事
朝着正确方向改善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日邦交正
常化45 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
复杂波折和严峻考验，得到长
足发展，留下了不少有益经验
和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双方
应该审时度势，立足大局和长
远 ，既 在 战 略 上 把 准 和 平 、友
好、合作大方向，又在行动上作
出扎扎实实努力。希望日方把
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更多体现
在政策和行动当中。

新华社德国汉堡7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8 日应约在
汉堡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习近平指出，中日互为重
要近邻。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关
系着两国人民福祉，对亚洲和
世界也具有重要影响。今年是
中日邦交正常化45 周年，明年
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
年。双方应该增强责任感和使
命感，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精神，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

习近平强调，维护好政治
基础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前
提。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双方
先后达成4个政治文件和4点原
则共识，就妥善处理历史、台湾
等问题确立了原则。在这些涉
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
题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
有一丝倒退。只有这样，中日关
系才能不偏离轨道，不放慢速
度。希望日方重信守诺，按规矩
办事。

习近平指出，经贸合作是
中日关系的助推器。双方应该
推进务实合作。我们欢迎日方
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
展 合 作 。双 方 可 以 在 文 化 、教
育、媒体、地方、青少年等领域
开展广泛交流，夯实两国关系
社会和民意基础。
安倍晋三表示，在庆祝今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和明
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
年之际，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努

力推动形成两国关系改善势
头。中日分别为世界第二、第三
大经济体，对国际和地区事务
有重要影响。日方愿同中方加
强高层交往并开展机制性交
流，深化经贸、金融、旅游等合
作并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
作，通过扩大青年交流等增进
国民友好感情。日本在1972 年
日中联合声明中阐明的在台湾
问题上立场没有变化。
杨洁篪等参加了会见。

两人“终于见面了”
特朗普今年１月宣誓就职
以来，已与多国领导人会晤。然
而，受美国国内有关俄罗斯干
预美国总统选举和特朗普团队
涉嫌“通俄”调查等影响，美俄
领导人迟迟未能会晤。即便外
界普遍推测特朗普与普京会在
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但
双边会晤的最终决定一直拖到
上月底才对外公布。
在７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
峰会迎宾环节上，特朗普与普
京首次碰面，两人握手寒暄。视
频画面显示，两人肩并肩站立
时，特朗普还随意地拍了拍普
京的后背。
双方安排的会晤时间为半
小时。会谈开始前，普京和特朗
普在媒体记者前合影。普京说，
他和特朗普此前就双边和国际
问题多次通过电话，但打电话
并“不够”，面对面会谈对于促
进双方关系有重要意义。
特朗普则表示，
他期待美俄
之间发生
“许多非常积极的事”
。
而就在会晤前一天，
特朗普
还迫于国内压力，
表示他认为俄
罗斯可能干预了美国总统选举，
但他相信不只俄罗斯、
其他国家
也可能干预了美国选举。

当地时间7月7日，在德国汉堡，特朗普与普京交谈。

新华/美联

“双普”初见，谈得挺多

双方谈得
“不想停下来”
特朗普与普京原计划会谈
３０分钟。然而，按照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的说法，会谈实际持续２
小时１６分钟。
双方谈及俄美关系、乌克
兰局势、打击恐怖主义和网络
安全等问题。美国国务卿雷克
斯·蒂勒森在会后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特朗普直接问了
普京，俄罗斯是否干预去年美
国大选，普京予以否定回答。俄
方还反问，美国有什么证据。
蒂勒森说，会谈“富有建设
性”，双方谈了很多内容，特朗
普和普京都“不想停下来”。按
他的说法，美国“第一夫人”梅
拉尼娅·特朗普一度被派到会
议室，来看是否能帮助结束会
议，但会议在她离开后又持续
了约１个小时。
“ 显 然 ，她（ 的 努 力 ）失 败
了。”蒂勒森神色轻松地说。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会后说，普京向特朗
普保证，俄罗斯没有干预美国
大选，这一表态被特朗普接受。
另 外 ，拉 夫 罗 夫 说 ，俄 罗
斯、美国和约旦联手促成了在
叙利亚西南部地区的停火协
议，俄罗斯和美国将监督停火
协议实施，监督中心会设在约
旦。

安倍等得有点久

俄美领导人首次会晤“超时”，害得安倍“苦等”普京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７日
在德国汉堡二十国集
团峰会期间举行闭门
会晤。这是特朗普上任
后首次与普京会晤。双
方会谈超过两小时，远
超原计划的半小时，让
排在特朗普之后要同
普京会晤的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等了许久。分
析人士认为，尽管特朗
普和普京在叙利亚停
火问题上取得一定共
识，但美俄之间在干预
美国大选等问题上依
然存在严重分歧，两国
关系僵局难以迅速破
解。

由于普京的下一个会晤对
象是日本首相，
他与特朗普的长
时间会面导致安倍
“排队”
许久。
等到与安倍会晤时，普京
表达歉意。
“我和美国总统谈了许久，
有许多积累下来的问题，”普京
说，
“ 我代表自己，也代表他，我
们感到抱歉。”
安倍表示理解：
“ 确实，我
一直在等今天的会议。不过，从
另一方面而言，我已多次谈到，
俄美领导人需要举行会晤，以
解决诸如乌克兰、叙利亚和朝
鲜等国际问题。”
安倍说，
他为俄美领导人举
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感到高兴。
日本官员称，安倍和普京
当天达成共识，在存在主权争
议的岛屿上推进双方共同经济
活动，
８月下旬在俄罗斯首都莫
斯科举行副外长级会议。日方
希望，借由共同经济活动，为解
决日俄“岛争”铺路。
俄日在南千岛群岛的择
捉、国后、齿舞和色丹四个岛屿
（ 日 称 北 方 四 岛 ）存 在 领 土 争
端。四岛总面积大约５０００平方
公里，二战结束以来，由俄方实
际控制。俄认为日本要求归还
北方四岛意在重新定义二战结
果。两国因此至今未能缔结和
平条约。
普京去年１２月访日期间与

安倍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启动
北方四岛共同经济活动磋商，
但在争议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上
未有突破。

美日韩碰头谴责朝鲜
不过，久等普京的安倍，在
G20峰会期间似乎也不是个闲
人，这位首相在峰会期间与美、
韩、印等领导人的会谈，都传递
出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据报道，在分别与普京会
面前，特朗普与安倍晋三还在
汉堡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举
行了美日韩三方首脑会谈，三
方就朝鲜半岛核问题举行会谈
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朝鲜４日
试射弹道导弹。
声明说，朝鲜试射导弹公
然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
对美日韩三国和世界其他国家
的严重挑衅。三国领导人强调
携手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性，
重申以和平方式实现半岛无核
化的共同目标。三国将联手继
续对朝鲜施压，重启朝鲜半岛
无核化会谈。
声明还说，三国领导人决
定敦促安理会对朝鲜采取新的
制裁措施，同时呼吁国际社会
迅速且完全执行所有相关安理
会决议，减少与朝鲜经济往来。
三国领导人强调进一步加强美

日韩安保合作，以应对朝鲜可
能带来的任何威胁。
在与美国的共同会谈结束
后，
安倍还和文在寅举行了日韩
双边首脑会晤，这是文在寅5月
就任总统以来，
日韩首脑首次举
行双边会谈。在会谈中，双方就
“面向未来”推进日韩关系达成
了一致。
安倍称：
“确认最终解决
慰安妇问题的日韩共识”
是构建
两国关系的基础。但文在寅称
“大多 数 国 民 无 法 接 受 ”该 共
识，双方主张存在分歧。
另据日本共同社7月8日报
道，安倍晋三当地时间7日下午
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汉堡举行会
谈，
就推进包括美国在内的三国
防务合作达成一致。
着眼于安倍
为进一步推销新干线技术而计
划在9月下半月访印，两人还商
定了在经济领域强化关系。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印两
国海军在印度洋的联合演习计
划于本月实施。安倍希望加强
日美印三国在安全保障领域的
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7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军
演的消息时表示：我们多次说
过，我们对有关国家之间发展
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持
异议，希望这种关系与合作不
针对第三方，有利于维护地区
的和平与稳定。
综合新华社、澎湃新闻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