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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0 月 25 日至 27
日访华。中日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交流
等领域达成一系列共识。日本专家学者认
为，中日关系进入了“协调合作”的新阶段，
两国将共同为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
稳定做出新贡献。

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新支柱

务实合作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和“推
进器”。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政治、创新、金
融、海关、体育等领域 10 余项政府间合作
协议。

日本爱知大学教授高桥五郎对记者
说，安倍此番访华可以说为“日中新时代关
系”奠定了基础。双方不仅确认两国关系已
重回正常轨道，还在金融、人工智能、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达成广泛合作意向。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副教授铃木隆对记
者说，日本将更加积极地参与中国的新一
轮改革开放，日本企业可以更大力度地在
城市交通、环保、少子老龄化、医疗等领域
提供技术和经验。这既可以为日本企业带
来新的商业机会，也有助于提高中国民众

的生活水平，实现双赢。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对记者

说，中国市场对日本企业具有魅力，所以这
次有约 500 名日本经济界人士陪同安倍访
华。这次双方达成了很多合作意向，这对日
本经济界而言是好事。以养老产业为例，中
国老龄化速度越来越快，中国需要养老产
业的经验、技术，日本在这方面走在前面。
这种合作是大势所趋。

在安倍访华期间举行的首届中日第三方
市场合作论坛上，中日就着力将第三方市场
合作打造成双方务实合作的新支柱达成共
识。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签署
了 50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 180亿美元。

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东京大学教授
小原雅博对记者说，亚洲地区存在巨大的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日中合作回应这种需
求，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将极大促进亚
洲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亚洲的稳定和
日中两国的经济繁荣。

铃木隆说，日本和中国携手援助周边
地区，共同促进这些地区稳定和发展值得
肯定。这种合作模式本身对双方而言都是
一种新体验，可以形成互补、彼此借鉴，并
开拓出新市场，使双方获得经济利益。

共同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安倍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当前国

际形势下，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
主义，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实际行动
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小原雅博指出，中国和日本作为世
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坚持自由贸易
并开展合作对维持世界经济稳定与可持
续发展而言极其重要。两国应该起到带
头作用，推动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合作，建
立日中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等机制，努力使其成为体现自
由、公平贸易的地区合作框架。

日本学习院女子大学副教授金野
纯对记者说，当下反全球化思潮和单边
主义抬头，日中在此背景下共同开拓第
三方市场，推进多边经济合作具有重要
意义。日本和中国带头通过这些项目推
动经济全球化，就是以实际行动对抗单
边主义，对维护自由贸易体制至关重
要。

进入“协调合作”新阶段

安倍在访问期间表示，很高兴能在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这一重
要时间节点正式访华。希望通过此访，双
方能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
时代。

小原雅博说，日中关系稳定、共同发

展经济符合日本力求实现和平与繁荣的
国家利益。对中国而言，改善对日关系在
当下的国际形势下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和重大的经济意义。安倍首相访华及
其成果，可谓符合彼此的利益。双方不断
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也有助于实现亚洲
繁荣。

他还说，日中要进行“协调合作”，而
不是“竞争”。双方可以通过“协调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相互借鉴，这也有助于培
养双方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这种“新
时代”是日中关系所需要，也是亚洲各国
所期盼的。

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
濑口清之对记者说，日中关系的新时代
和双赢协调合作关系来之不易，希望双
方通过每年定期的首脑互访等保持紧密
的政府间意见沟通，加深相互理解和信
赖。同时，希望双方推动观光旅游、学生
交流等民间交流，促进民间层面的相互
理解。

铃木隆说，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
约缔结 40 周年，四十不惑。过去三四十
年间，日中经历了各种摩擦、问题和矛
盾，但 40 年后的今天，日中关系已经进
入新阶段，两国将共同为维护亚洲乃至
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新贡献。

(记者沈红辉、严蕾)
新华社东京 10 月 28 日电

中日关系进入“协调合作”新阶段
日本专家学者谈安倍访华成果

就在前几天的炸弹包裹
事件惊魂甫定之际，夺命的
枪声又在美国接踵响起。27
日，美国匹兹堡一座犹太教
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11 人
死亡，6 人受伤。

选举前的 10 月往往会
有突发事件影响选举结果，
这已成为美国选举的一个特
色，被称为“十月惊奇”。但这
次，已不再是“十月惊奇”，而
是“十月悲哀”。

仇恨生暴力

据美国媒体报道，27 日
枪击事件的嫌疑人罗伯特·
鲍尔斯是新纳粹分子，曾在
社交网络上多次发表反犹仇
恨言论，开枪时高喊“所有犹
太人必须死”。

此前一天，在佛罗里达
州，向十余名民主党政要和
自由派人士邮寄含有爆炸
装置包裹的嫌疑人西泽·萨
约克落入法网。他驾驶的车
辆贴满充斥党派敌意的贴
纸，包括把前民主党总统候
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等人的
图片圈上红色枪靶标记的
海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克里斯托弗·雷说，经鉴定
这些包裹都不是假炸弹。

两名嫌疑人都坚决反
移民，但政治立场不尽相
同。鲍尔斯狂热反犹，他既
反对民主党，也反对亲以色
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萨约
克则是特朗普的狂热支持
者，仇视民主党以及批评特
朗普的人士。

两起案件定性也有不同。美国
司法部把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列
为针对特定种族或宗教人群的“仇
恨犯罪”，而把炸弹包裹案定性为
“本土恐怖主义”。

尽管如此，两案的共性一目了
然：驱动作案者的，是令他们内心世
界“黑化”的愤怒、仇恨、极端思想以
及暴力倾向。

分裂具毒性

从目前调查看，两案都是“独
狼”作案，没有直接关联，但类似案
件却并不鲜见。2016 年总统选举以
来，美国仇恨犯罪和政治暴力事件
都有增加趋势。

去年 6 月，持激进左翼立场的
詹姆斯·霍奇金森在弗吉尼亚州一
处美国国会棒球训练场枪击正在打
球的共和党国会议员，造成至少 5

人受伤。
去年 8 月，弗吉尼亚州

夏洛茨维尔出现几十年来规
模最大的“白人至上”极右集
会并引发骚乱。一名白人至
上主义者驾车冲撞反对他们
的抗议人群，造成一死多伤。

民权组织全美有色人种
协进会今年 6 月发布的研究
报告显示，美国 2017 年仇恨
犯罪率上升，10 座最大城市
的仇恨犯罪数量连续 4 年增
加，达 10 年来最高水平，“反
黑人，反犹太人，反同性恋和
反拉丁裔是最常见的仇恨犯
罪类型”。

美国媒体近日在分析美
国政治生态时，常不约而同
地使用“有毒”一词。多位分
析人士指出，日趋极化的两
党政治使美国政治土壤感染
了“分裂和仇恨”的毒性，刺
激了极端暴力事件的接连发
生。

选举蒙阴影

炸弹包裹和反犹枪声，
显然影响了即将到来的美国
中期选举的氛围，也冲击了
两党选战最后阶段的议题设
置。共和党精心营销的大法
官任命、非法移民压境、对中
产阶层再减税、降低药价等
一系列吸票话题被大大冲
淡，控枪问题则有所升温。新
的争论焦点是，谁该为政治
暴力和仇恨犯罪背后的土壤
负责。

显然，美国两党政治的
极化、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文化冲
突和种族矛盾、社交网络假新闻和
阴谋论等等都是重要因素，而白热
化的选战则使得分裂与对抗不断发
酵。

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主流媒体
与特朗普相互指责。美国主流媒体
称特朗普的选举策略是煽动愤怒和
恐惧，而特朗普则称愤怒主要是主
流媒体的“假新闻”所引起的。

27 日犹太教堂枪击案发生
后，特朗普继续按原定日程参加了
伊利诺伊州的一个竞选集会。他呼
吁美国民众共同努力打击仇恨犯
罪，接着便把话题转向了选举和抨
击民主党。

分析人士指出，仇恨和暴力已
令美国中期选举蒙上阴影，并且中
期选举之后，这种阴影恐怕也不会
轻易消散。

(记者徐剑梅、孙丁、刘阳)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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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 10 月 28 日电(记者钱
铮)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日前在
北京成功举行，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
企业之间共签署 50 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
过 180 亿美元。在相关合作协议签字后，日
本媒体纷纷以“日中新合作关系拉开序幕”
“从竞争转向协调”等为题，第一时间进行
了报道。

日本专家和舆论普遍认为，在保护主义
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两国加强经
贸合作尤为重要，双方在第三方市场、特别
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前景广阔。

随着中日关系改善，两国经贸关系得
以升温，这为双方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7 年，中日双边贸易额重返 3000 亿美
元规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止跌回升，超过
32 亿美元。另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数据，
2017 年中国大陆访日游客创下 735 . 6 万
人次的新纪录。

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有重要影响力
的两个国家，中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不
仅有利于各自经济发展，也符合本地区和
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日本佳能全球战略
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对新华社记者
说，中国企业拥有强大的市场能力、全球战
略经营能力及应用型创新能力，而日本企
业在基础型创新领域具有较强实力，双方
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可取长补短。

谈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合作机会，日

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认为，日中双方在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合作是可行的，双
方行事风格和优势领域各不相同，正好
构成互补。

田代秀敏认为，医疗和护理领域有
望成为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合作
的重要领域。他说，日本已步入超老龄化
社会，“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今后也
将迅速迈向老龄化。日本在相关领域的
有益经验和知识可通过日中合作，普及
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从而推动相关
国家健康、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今年 5 月，中日双方就金融领域合
作达成一系列共识，包括给予日方 2000
亿元 RQFII 额度，就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达成原则共识，以及欢迎在东京设立人
民币清算行等。对此，日本爱知大学国际
中国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李博表示，
中国的这些举措有望促进两国金融领域
合作的提质升级。

日本通运公司经营战略室长广田靖
表示，中欧班列沿线经过多个“一带一
路”国家，这对于日本企业进军中亚将起
到积极作用。同时，日本已经在中国投资
的企业也将借助这一物流新通道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产品和服务。

对于安倍此行取得的成果，日本舆
论普遍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日中两国
关系的改善因此访变得明朗，今后双边
关系还将加速改善和发展。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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