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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默克爾視頻會晤：中國的大門隨時向你敞開

習近平：推動中德合作走深走實
習近平積極評價默克爾任內為推動中德、中歐
關係發展所作的貢獻。習近平指出，「人之相
識，貴在相知；人之相知，貴在知心」。這句
話，既是對我們多年深入交往的很好詮釋，也是
過去16年來中德關係保持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經
驗。中國人重情重義，我們不會忘記老朋友，中

國的大門隨時向你敞開。希望你繼續關心和支持
中德、中歐關係發展。
習近平強調，我們多次就雙邊關係、重大國際
和地區問題、治國理政經驗等深入交流，共同推
動了雙邊關係向前發展，推動了中德合作應對全
球挑戰。中德本着互利合作精神，發揮兩國經濟
互補性，實現了共贏。中國和德國自身發展得
好，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也更大。這證明，國與國
之間完全可以避免零和博弈，實現互利共贏，這
是中德關係應該牢牢把握的主基調。明年是中德
建交50周年。雙方關係發展何去何從，保持正確
方向至關重要。中方始終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
看待中德關係，願同德方保持高層交往，增進相
互了解和人民友誼，深挖傳統領域合作潛力，積
極開拓能源轉型、綠色和數字經濟等務實合作新

領域，推動中德合作走深走實。
習近平指出，追求和平與發展是中歐雙方的共
同心願。中歐都主張維護多邊主義，都支持貿易
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都認為中歐共同利益遠大
於矛盾分歧。當前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和推進
世界經濟復甦正處於關鍵時期，面對日益增多的
全球性問題和不斷上升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中
歐作為全球兩大重要力量，有責任加強合作，團
結應對。雙方應該從更廣闊維度看待中歐關係，
客觀全面地相互認知，理性平和、建設性地處理
差異分歧。希望歐方堅持獨立自主，真正維護歐
盟自身利益和國際社會團結，同中方和其他各國
一道，共同致力於解決和平與發展的世紀難題。

默克爾：為德中理解與合作作努力

默克爾表示，我對我們十多年來的每次交往都
記憶猶新。我們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坦誠深入交
流，增進了相互理解，促進了德中關係和歐中合
作的良好發展。我任德國總理期間，中國實現了
快速發展，國力今非昔比，並且展現出巨大潛
力。我一貫主張，歐盟應獨立自主地發展同中國
的關係，雙方可以就彼此存在差異和分歧的問題
加強對話交流，相信歐中關係能夠克服各種複
雜因素繼續發展。德方讚賞中方為應對氣候變
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所作努力，願同中方共同
辦好慶祝德中建交 50 周年活動，繼續加強雙邊
和多邊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我將繼續
為促進德中、歐中理解與合作作出積極努
力。
王毅、何立峰等參加上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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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
10 月 13 日同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視頻會晤。雙
方在友好的氛圍中回顧近年中德、中歐關係發展
並就相關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習近平指出，希望
歐方堅持獨立自主，真正維護歐盟自身利益和國
際社會團結，同中方和其他各國一道，共同致力
於解決和平與發展的世紀難題。

海關總署：前三季外貿額增22.7% 進口升22.6% 四季度增速或回落

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推升進口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海
關總署 13 日發布數據顯示，儘管受海外疫情
反覆、國際運力不足、基數抬高等影響，今
年前三季度中國外貿進出口規模保持逐季抬
升態勢，並連續五個季度實現正增長。前三
季度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 28.33 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比去年同期增長
22.7% 。 其 中 ， 出 口 15.55 萬 億 元 ， 增 長
22.7%；進口 12.78 萬億元，增長 22.6%。出
口增長動能強勁，9 月以人民幣計出口增速超
預期回升至 19.9%，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則推
升前三季度進口規模創下歷史同期新高。海
關總署預計，四季度中國進出口增速可能回
落，但外貿總體向好的趨勢不變。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外
貿進出口規模逐季抬升，增速逐季

回落。一、二、三季度進出口值分別為
8.5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9.59萬億
元以及 10.23 萬億元，增速分別同比增長
29.7%、25.2%以及15.2%。

續保持貨物貿易第一位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
長李魁文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外
貿表現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處於領先，
在國際市場份額有所提升。根據最新數
據測算，今年上半年，中國進出口、出
口和進口的國際市場份額分別約為
13.2%、14.5%、12%，同比分別提升了
0.8、0.9 和 0.8 個百分點，繼續保持貨物
貿易第一大國地位。
李魁文表示，國內經濟持續恢復發
展；全球經濟和貿易有所回暖，國際市
場需求增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推高進口值；外貿穩增長政策效果持續
顯現等，都是支撐中國外貿增長的因
素。
李魁文引述數據稱，中國出口增長動能

▲早前一艘輪船在拖輪的協
助下向唐山港曹妃甸港區礦
石碼頭靠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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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足。前三季度中間產品出口增長
29.2%，拉動出口增長 13.2 個百分點，有
力支撐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順暢運
轉。同期，機電產品和玩具、箱包等勞動
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

進口價格同比上漲 11.3%
進口方面，前三季度中國進口額 12.78
萬億元，創歷史同期新高。李魁文表
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成為推高進
口值的重要因素。「去年下半年以來，
由於全球經濟和貿易需求從疫情中恢復
性增長、全球流動性量化寬鬆、部分發
達經濟體採取財政金融強刺激政策，以
及投機炒作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一
些大宗商品國際市場價格呈現快速上漲
態勢。」
李魁文說，今年前三季度，受國際大
宗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中國進口價格
同比上漲了11.3%，其中鐵礦石、原油、
銅等商品進口均價的漲幅均超過30%。

影響外貿發展利弊都比較多
對未來進出口走勢，李魁文表示，當

▶李魁文表示，國際大宗商
品價格上漲，推高進口值。
圖為早前江蘇連雲港港口煤
炭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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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影響外貿發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都比
較多。一方面，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
本面沒有改變，外貿量穩質升的發展態
勢有較好支撐。另一方面，全球疫情起
伏不定，世界經濟艱難復甦，外部環境
更趨複雜嚴峻，外貿發展面臨的不穩
定、不確定性因素依然較多。考慮到
2020 年外貿高基數的影響，2021 年四季
度進出口增速可能有所回落，但中國外
貿總體向好的趨勢不會改變，全年仍然
有望實現較快增長。

專家：短期出口額有望保持
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常冉預
計，受芯片短缺、海運運力吃緊、原材
料及用工成本高以及高基數影響，短期
內中國出口金額有望保持，增速逐步回
落。進口方面，在國內雙碳及能耗雙控
政策下，大宗商品尤其能源的進口需求
可能有所擴張；中國仍在積極履行中美
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自美進口農產品和
能源品的力度或將加強，以及國內加大
促進經濟復甦的力度，都將支撐進口平
穩增長。

發改委：嚴禁地方擅自關停煤礦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海巖及澎湃新
聞報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0 月 13 日下
午舉行政策例行吹風會，介紹今冬明春能
源保障供應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國家發
改委黨組成員、秘書長趙辰昕在介紹下一
階段保供工作重點時強調稱，堅持「全國
一盤棋」，嚴禁部分地區形成「資源先供
本地」這樣的小循環和保護主義傾向，嚴
禁地方擅自關停煤礦。
趙辰昕特別強調，堅決保住民生用能。
「民生用能佔整個供應的比重並不高，據
統計，居民用電量佔全部用電量的 15%左
右，民生用氣佔全部用氣的比例不到
50%。這些民生用電和用氣全額保障沒有
問題。我們將指導地方和企業堅持民生優
先，必要時『壓非保民』，科學制定有序
用能方案，確保限電不限居民，限氣也不
限居民。」

京津冀等地擬鋼鐵業錯峰生產
內地能耗雙控措施逐步升級，工信部、

生態環境部 13 日聯合發布通知表示，京
津冀及周邊地區 1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3 月
15日採暖季實行鋼鐵行業錯峰生產。京津
冀採暖季實行重點行業限產及加強污染防
治，是歷年常規安排，但由國家部委專門
發文還是首次，在當前雙碳及能耗雙控政
策收緊的背景下，凸顯政府對鋼鐵行業壓
減產量及推進減排工作的重視。
從實施周期來看，今年京津冀及周邊
區域的採暖季鋼鐵行業錯峰生產周期與
往年相同；從實施範圍看，除往年的北
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莊、唐山、
邯鄲等「2+26」城市，承德、張家口、
秦皇島、臨汾、日照、臨沂、濰坊、泰
安等參照執行。業內分析，鋼鐵限產範
圍擴大，重點在於對冬奧會周邊區域範
圍的限制，減輕冬奧會準備及開展過程
中鋼鐵行業對大氣污染的壓力。稍早
前，由於能耗雙控、能源短缺的影響，
不少地區對水泥等高耗能行業也實行錯
峰生產政策。

生物多樣性大會
「昆明宣言」
：

最遲 2030 年使生物多樣性走上恢復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3 日下午，2020 年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第一階段）高級別會議在雲
南昆明閉幕，會議正式通過「昆明宣言」，呼籲各方
採取行動，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
「昆明宣言」是此次大會的主要成果。宣言承諾，
確保制定、通過和實施一個有效的「2020 年後全球生
物多樣性框架」，以扭轉當前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並
確保最遲在 2030 年使生物多樣性走上恢復之路，進而
全面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2050年願景。
宣言承諾，各國政府繼續合作推動將保護和可持續
利用生物多樣性納入或「主流化」到決策之中；加強
和建立有效的保護地體系；積極完善全球環境法律框
架；增加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實施「2020 年後全球生物
多樣性框架」所需的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等。

將提交聯合國大會
COP15 主席、中國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說，「昆
明宣言」是一個政治性宣言，主要目的是集中反映各

方政治意願。宣言將釋放出強有力的信號，向世界展
現我們解決生物多樣性喪失問題的決心，並展示出我
們將在相關問題上採取更有力的行動。
「宣言為我們指明了正確的方向。」聯合國《生物
多樣性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伊麗莎白．穆雷瑪說，
該宣言說明各方已充分認識到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緊迫
性，很多國家元首和部長們作出的承諾令人鼓舞。
據了解，本宣言將提交聯合國大會、2022 年可持續
發展高級別政治論壇和第五屆聯合國環境大會第二階
段會議。

美未批准公約 中方：應承擔國際責任
另據中新社報道，13 日舉行的外交部記者會，有記
者提問，10 月 11 日至 15 日，《生物多樣性公約》締
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第一階段會議在昆明舉行。我
們注意到，《生物多樣性公約》目前已成為締約國數
量最多的國際環境公約之一。但美國在上世紀 90 年代
簽署該公約後卻一直沒有完成批准程序。中方對此有

何評論？
趙立堅表示，在 1992 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
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生物多樣性公約》向所有國
家開放簽署。多年來，該公約在全球生態多樣性保護
事業上發揮着突出的指導作用，並發展成為全球加入
國家最多的國際環境公約之一。
趙立堅指出，《生物多樣性公約》共有 196 個締約
方，但我們注意到有一個國家在簽署該公約近 30 年後
仍未批准，且未宣布有批約的計劃，那就是美國。有
評論稱，環境保護和大資本家利益有所衝突，美國並
不願意為了全球公共利益而作出一些讓步和犧牲。作
為全球第一大國，美國的缺位對全球保護生物多樣
性、防止物種滅絕所作努力造成了傷害。
他強調，一段時間以來，美方在多個國際場合呼籲
各國團結，共同採取行動應對問題。美方應盡早改變
參與國際事務時的功利做法，承擔起應有的國際責任 ●10 月 13 日，2020 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第一階
和義務，切實從全球人民的福祉出發，以實際行動取 段）高級別會議在雲南昆明閉幕，會議正式通過「昆明宣
信於國際社會。
言」，呼籲各方採取行動，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