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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8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两会新闻中
心举行记者会，邀请外交部长王
毅就中国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
中外记者提问。

G20峰会
让G20从杭州再出发，让世

界经济从中国再出发

中央电视台记者：今年9月，

中国将首次举行二十国集团

（G20）峰会。G20杭州峰会将提

出什么主张？

王毅：第一个问题就问到
G20峰会，表明大家对中国主办
峰会的高度期待。这次杭州G20
峰会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
外交，也是全球最受瞩目的经济
盛会。我们愿在全面推进各项
议题的同时，着力从三个新角度
寻求峰会的突破：一是以创新发
掘新动力，二是以改革注入新活
力，三是以发展开辟新前景。

我们首次把创新增长作为
重点议题，期待以新工业革命、
数字经济等为契机，制定世界经
济创新增长的新蓝图。

我们强调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性，推动主要经济体就此达成
新的共识，合力把世界经济拉上
强劲复苏之路。

我们把发展问题放在宏观
政策协调突出位置，推动G20成
员率先制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带
动全球范围的包容、联动发展。

我相信，这次峰会一定能开
成一次提振信心的会议，凝聚共
识的会议，指引方向的会议。让
G20从杭州再出发，让世界经济
从中国再出发。

半岛局势
中方对朝方推进核、导计划

的做法不会迁就

韩国广播公司记者：中方如

何确保联合国安理会新对朝决

议得到有效执行？如何界定民

生和非民生的范畴？

王毅：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有责任也有能力执行好安理
会决议，包括第2270号涉朝决议。

对民生的概念，各方应有共
识。当然，中方在执行过程中，
会本着客观公正态度，对此进行
必要评估、认定和监督。我要指
出的是，第2270号决议不光有制
裁，还重申支持六方会谈，要求
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局势紧张
的行动。鉴此，中方认为，第
2270号决议需要全面、完整加以
执行。制裁是必要手段，维稳是
当务之急，谈判是根本之道。

目前半岛局势剑拔弩张，充
满火药味儿。如果紧张加剧甚

至失控，对各方都将是灾难。作
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不会坐视
半岛稳定受到根本破坏，不会坐
视中国安全利益受到无端损
害。我们强烈敦促各方理性克
制，不要再激化矛盾。

《环球时报》记者：中国是否

还把朝鲜当成盟国？如果半岛

发生战争，中国是否会再来一次

“抗美援朝”？

王毅：中国和朝鲜半岛山水
相连，休戚与共。中朝关系是有
着深厚友好传统的国与国之间
的正常关系。

中国既重情义，也讲原则。
我们珍视同朝鲜的传统友好，朝鲜
要谋发展、求安全，我们愿意支持
帮助。但同时，我们坚持半岛无核
化的立场毫不含糊，对朝方推进
核、导计划的做法不会迁就。应当
清楚地看到：无核才能和平，对话
才是出路，合作才能共赢。

南海问题
“军事化”帽子扣不到中国

头上，有更合适的国家可以戴

路透社记者：中国为什么不

允许外国记者访问南海岛礁？

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目的是什么？

王毅：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固
有领土，只要是炎黄子孙，都守土
有责。中国从来没有也不会提出
新的领土要求。中国在自己的岛
礁上建设防御设施，是履行国际
法赋予的自保权。中国不是在南
沙最早部署武器的国家，也不是
部署武器最多的国家，更不是军
事活动最频繁的国家，“军事化”
这顶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有更
合适的国家可以戴。

中国在南海岛礁上建设的
不仅是必要防御设施，更多的是
民用设施，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公
共产品。等设施建设完成，具备
条件后，我们会考虑邀请外国记
者去参观访问。

作为南海最大沿岸国，中国
最希望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
在中国和本地区国家共同努力
下，南海现在是世界上最自由和
安全的航道之一。我想在这里
提醒的是，航行自由不等于横行
自由。如果有人想把南海搅浑，
把亚洲搞乱，中国不会答应，本
地区绝大多数国家也不会允许。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
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可能

作出不利于中国的判决。中方

是否感到忧虑？打算怎样应对？

王毅：中国政府早在 2006
年，就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298条赋予的权利，作出排除
强制性仲裁的政府声明。作出
类似声明的，全球有 30 多个国
家，这些排除性声明一并构成
《公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

得到各方尊重。因此，中国不接
受南海仲裁案，完全是在依法行
事。而菲律宾的做法，恰恰是一
不合法，二不守信，三不讲理。
不仅违背了在中菲双边协议中
做出的承诺，违背了《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第四款的规定，也违
背了提出仲裁应由当事方协商
的国际实践。菲律宾的一意孤
行，显然有幕后指使和政治操
作。对于这样一场走了调、变了
味的所谓仲裁，中方恕不奉陪。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
管辖南海诸岛。我们的先人在
这里世代耕耘、辛勤劳作。我们
比任何人都熟悉和热爱这个地
方，比任何人都希望南海和平稳
定、航行自由。

在南海这一舞台上，曾有过
殖民侵略，有过非法侵占，现在又
有人兴风作浪，还有人炫耀武力。
但是，就像潮水来了又退去一样，
这些图谋最终都不会有结果。

历史终将证明，谁只是匆匆
过客，谁才是真正主人。

中美关系
建议美更多体会中国5000

年历史文化，不要动辄套用美式
思维来判断中国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近
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加

剧，今年又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

您对中美关系前景怎么看？对构

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否有信心？

王毅：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既
有合作，也有摩擦，可能是个常
态。今天早上我刚听到一个消
息，美国对中国的企业进行贸易
限制。这不是处理经贸矛盾的正
确做法，损人不利己。我们的工
作，就是直面和解决问题，扩大和
深化合作，同时努力把摩擦也变
成合作。摩擦的根源是美国总有
一些人对中国抱有战略疑虑，总
是担心中国有一天会取代美国。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不是美国，中
国决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另一个美
国。我们无意取代或领导谁。建
议美国朋友更多学习体会一下中
国5000年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
不要动辄套用美式思维来判断中
国。想清楚了这一点，中美关系
的前景就会豁然开朗。

一带一路
中国从国际体系参与者快

速转向公共产品提供者

《中国日报》记者：“一带一

路”取得了哪些进展？有人担心

这是中国实力加快向外扩张的

象征，您怎么看？

王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以来，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今天
正好向大家晒一晒两年多来的

成绩单。
一是参与伙伴越来越多。

目前已经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表达了合作意愿，30多个国
家同我们签署了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协议。

二是金融支撑基本就位。
中方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已经开业运营，丝路基金的
首批投资项目也已正式启动。

三是互联互通网络逐渐成
形。以中巴、中蒙俄等经济走廊建
设为标志，基础设施、金融、人文等
领域取得一批重要早期收获。中
欧班列贯通欧亚，匈塞铁路、雅万
高铁开工建设，中老、中泰铁路等
泛亚铁路网建设迈出重要步伐。

四是产能合作全面推进。
我们同近20个国家开展了机制
化产能合作，开创了中国—哈萨
克斯坦合作新模式，一大批重点
项目已在各国落地生根。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
但机遇是世界的。提出这一倡
议，顺应了亚欧大陆要发展、要
合作的普遍呼声，标志着中国从
一个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快速转
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一带一
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奉行的不是“门罗主义”，更不是
扩张主义，而是开放主义。“一带

一路”带给未来世界的，一定是一
幅亚欧大陆共同发展繁荣的新的
历史画卷。

中日关系
治病要断根，病根在于日当

政者对华认知出了问题

日本《每日新闻》记者：请问

您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的现状？中

日关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改善

出路又在哪里？

王毅：由于日方在历史等问
题上的错误做法，这些年中日关
系伤得不轻。尽管在双方有识之
士努力下，两国关系出现了改善
迹象，但前景仍不容乐观。因为
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一方面不断声
称愿意改善日中关系，一方面又
刻意到处给中国制造麻烦。这是
一种典型的双面人的做法。

中日两国比邻而居，隔海相
望，两国人民也有着友好传统。
我们当然希望中日关系能够真正
好起来。但俗话讲，治病要断
根。对于中日关系而言，病根就
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出了
问题。面对中国的发展，究竟是
把中国当作朋友还是敌人，当作
伙伴还是对手？日方应认真想好
这个问题，想透这个问题。

王毅外长就“南海问题”等答记者问

历史终将证明
谁只是匆匆过客
谁才是真正主人

“外交小灵通”网友：中国外

交这么忙，究竟在忙什么呢？跟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关系吗？

王毅：很高兴回答来自网友的

问题。首先愿借这个机会感谢广

大网友对外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这位网友说得很对，中国外

交这几年的确非常忙，但忙得很

有必要，很有收获。

必要，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

事情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

与。三年来，习近平主席20次出

访，相当于环绕地球飞行10圈。

所 到 之 处 都 刮 起 强 劲“ 中 国

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

越高，中国人的腰板越来越硬。

收获，是因为中国外交不仅

“高大上”，而且“接地气”。大家

看到，中国的领导人，甚至我们

的主席、总理都在出访期间亲自

做“讲解员”和“推销员”。他们

心里想着的是国内的发展建设，

装着的是人民的利益福祉。

我只举一个例子。今年1月

习主席访问伊朗后4天，首列“义

乌—德黑兰”货运班列通车，为

义乌7万多家商户开辟了成本更

低、效率更高的快捷通道，让他

们拥有更多商机、更好收益。

中国外交今后还会越来越

忙，服务和支持国内发展的力度

会越来越大，我们老百姓从中分

享的“红包”也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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