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0 中國新聞 ■責任編輯：黃超然 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11月中旬出
席在澳洲布里斯班舉行的二十國峰會（G20）期間，到
首都堪培拉的澳洲國會發表演講。
據澳洲廣播電台昨日報道，來自中國、美國、英

國、俄羅斯、南非和阿根廷在內的國家領導人，將在
11月 15日到16日參加在布里斯班舉行的二十國峰
會。但只有中國、英國和印度領導人將在澳洲國會發
表演講。據了解，習近平主席於11月17日在澳洲國
會演講。

澳洲總理阿博特說，這3個國家代表了全球三分之一
的人口。他特別提到，他非常期待和習近平主席的會
晤，並希望能促進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的簽署。

將訪塔斯馬尼亞州首府
習近平除了參加峰會和到堪培拉演講之外，還會訪

問霍巴特和悉尼。習近平對塔斯馬尼亞州首府霍巴特
的訪問尤其在澳洲受到極度的重視和關注。
雖然習近平將只在霍巴特訪問幾個小時，但是塔州

州長和其他政府官員表示，這將為霍巴特帶來前所未
有的、歷史上最高度的國際媒體的曝光，對塔州的貿
易和旅遊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可估量。
目前中國是塔州最大的貿易夥伴，同時也是到塔州

旅遊最多的國際遊客來源國之一。去年1年中國到塔州
遊客人數就上漲了50%。
澳洲前總理吉拉德曾說，她到訪中國時和習近平

主席聊起塔州，習主席顯示了對塔州非常深入的了
解。

習近平下月出席G20 將在澳國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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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將啟動自貿區進程
指中國與亞太已結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命運共同體

本屆藍廳論壇主題定為「北京APEC：中國準備好
了！」王毅在論壇做主旨發言，為即將舉辦的

APEC吹風。他在發言中透露本屆APEC將取得三項重大
突破：一是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邁出區域經濟一
體化的新步伐。他說，經過中方與APEC成員的協調合
作，將在北京APEC會議期間就啟動亞太自貿區進程達
成重要的共識，發出提升區域一體化水平的明確信號，
把多年來的願景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

將勾畫亞太互聯互通新藍圖
第二項突破是明確五大支柱領域，發掘亞太經濟未來
發展的新動力。王毅稱，北京APEC會議將圍繞經濟改
革、新經濟、創新增長、包容性支持、城鎮化這五大支
柱領域來進行深入的討論，包括深化互聯網經濟、城鎮

化、藍色經濟這些前沿領域的合作。會議有望制定並通
過《APEC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共識》。
第三項突破指會議將着眼聯動發展，勾畫亞太全方位

互聯互通的新藍圖。王毅說，會議將以惠及太平洋兩岸
成員為目標，以硬件、軟件和人文交往三位一體為特
徵，積極地推動並制定《APEC互聯互通藍圖》，為亞太
長遠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王毅表示，2013年，中國與APEC成員的貿易額已經
佔到中國貿易總額的60%，中國實際利用外資83%和對
外投資的69%都是與APEC成員之間進行的。與此同
時，亞太也日益倚重中國。國際貿易基金組織測算，中
國對亞洲經濟的增長貢獻率已經超過50%，中國經濟每
增長1個百分點，就將拉動亞洲經濟增長0.3個百分點。
中國與亞太，已經結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

體。

中方將亞太作為「走出去」重點
王毅強調，中國致力於建設和平穩定合作繁榮開放包

容的新亞太。中方願意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依據
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通過和平協商方式妥善處理歷
史上遺留下來的領土爭端和海洋權益的爭議。願意將自
身利益與亞太成員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努力將中國的機
遇轉化為亞太的機遇，將亞太的機遇轉化為中國的機
遇。中方會把亞太作為「走出去」的重點方向，積極鼓
勵中國企業對亞太國家擴大投資。
王毅還透露，本次APEC將達成100多項成果，各與會

國將簽署反腐敗網絡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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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將辦特色晚宴
歡迎APEC首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國11
月5日至11日將在北京主辦今年亞太經合組織
（APEC）領導人會議周各項活動。在此期間，
作為東道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哪些活
動，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昨日在出席藍廳論壇時
透露，習近平將出席十幾場重要活動，並發表多
場演講。習近平還將與夫人彭麗媛為與會首腦及
配偶舉辦一場極具特色的歡迎晚宴和演出。除了
與會領導人合影慣例，北京APEC會議還將安排
領導人參加「亞太夥伴林」植樹活動。

領導人共為亞太夥伴林植樹
王毅簡單介紹了習近平將參與的重要活動。9

日，習近平將按照慣例出席APEC工商領導人峰
會並發表主旨演講，將代表中國全面闡述中方對
推動亞太區域合作的主張。10日，習近平將主持
APEC領導人與工商諮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並
現場回答與會代表諮詢和提問。10日晚間，習近
平將與夫人彭麗媛為各國與會領導人及其配偶舉
行歡迎晚宴和演出。「這將是一場非常精彩的為
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演出。」
11日，習近平將出席並主持兩個階段的領導人

會議和工作午宴，領導各方就會議確定的三大重
要議題進行互動與討論。在開幕和閉幕階段，習
近平將回顧APEC發展歷史，圍繞打造開放性的
亞太經濟格局發表看法。習近平將按照慣例與與
會代表合影。此外，北京APEC會議還邀請與會
領導人共同參與亞太夥伴林的植樹活動，寓意着
各國共同成長，共同推進。
此外，在會議期間，習近平還將與多國領導人
進行雙邊會晤活動。

將舉辦東道主夥伴對話會
在APEC會議前夕中方還將舉辦東道主夥伴對

話會，會議主題為「互聯互通」，邀請蒙古、老
撾、柬埔寨、緬甸、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七
個國家領導人參加。習近平將在對話會發表對地
區互聯互通的基本主張和看法，闡述如何加強區
域內互聯互通關係，構建更加開放的經濟格局，
習近平還將系統介紹「一帶一路」內容，提出相
應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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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
報道）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昨日
在北京發布中美投資和貿易談判
（BITT）研究成果。報告指出，通
過推進中美BITT談判，建立制度化
的經貿關係，有利於發揮中美兩個
大國的引領作用，深化兩國互信，
並奠定亞太經貿一體化基礎。
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課題組

完成的《推進中美BITT談判，邁向
更深層次的中美經貿合作》研究報
告，就推進中美BITT談判的基礎、
重大意義，中美BITT主要內容，啟
動中美BITT談判的若干建議等做了
闡述。
報告認為，通過推進中美BITT談
判，建立制度化的經貿關係，有利
於發揮中美兩個大國的引領作用，
深化兩國互信，成為亞太區域一體
化的橋樑，推動世界貿易和投資自
由化，為全球經濟繁榮穩定提供強
大動力。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張曉強表示，中美BITT將涉及關
稅、投資、農業貿易、服務貿易、
政府採購、知識產權、競爭環境等
關鍵領域，在技術創新、網絡安
全、基礎設施、清潔能源和生態環
境等領域切實推動中美合作，是一
個基於中美發展實際、面向未來的
高水平協定。
報告建議，把開啟中美BITT談判

納入到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議題，
兩國政府設立專門部門負責此項工
作，支持兩國智庫合作開展中美
BITT方案研究，在2015年「第四屆
全球智庫峰會」發起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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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昨日在北京舉辦第十屆「藍廳論壇」。外國駐華使節、國際組織駐華代
表、商界代表、中外專家學者以及中外媒體記者等約300人出席。 新華社

專家料中日元首APEC難會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中國國際問題研
究院副院長阮宗澤近日在京表示，即將在京舉辦的APEC
會議將激活建立亞太自貿區設想。此外，針對中日兩國元
首是否會在APEC上舉行「首腦會談」，阮宗澤表示，目
前還看不到兩國舉行正式首腦會晤的可能性。
針對近來日本媒體不斷熱議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意圖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APEC上舉行「首腦會談」，
阮宗澤表示，中國作為東道主一定會盡地主之誼，但基
於中日現階段的緊張關係，目前還看不到中日首腦舉行
正式會晤的可能性。

亞太自貿區不能無日本參與
阮宗澤說，中方已經表明了關切，希望日方有所行

動，在靖國神社、釣魚島等問題上，日方應該在言語上
對中日局勢要有所克制，避免過激言行，正視問題並拿
出解決問題的誠意。
對於中日合作，阮宗澤表示，要實現亞太自貿區這樣
一些宏偉的目標，不可能沒有日本的積極參與，不可能
沒有日本的貢獻和智慧，只不過中日在解決雙方關係問
題上仍舊有許多「功課」要去做。

學者籲探索亞太自貿區談判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張紫晨 北京報道）第十
屆藍廳論壇與會學者專家昨日就北京APEC各方面問題
展開討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學部委員張蘊嶺表
示，亞太地區最寶貴的發展經驗即是通過合作方式推動
開放，因此推進亞太自貿區（FTAAP）的建設至關重
要。他認為，推進FTAAP進程中必須達成開放與合作兩
個「輪子」都要轉的政治共識，並希望此次APEC能開
展有實質內容、有官方參加的研究，共同探索談判機制
的方式和模式。
張蘊嶺認為，組織談判的方式和模式都很重要，因

APEC本身並無談判機制，應該如何推進FTAAP進程還
需要多國合作探究，或由APEC負責組織、或選擇支
持。他希望此次APEC能夠在會間或會後進行磋商談

判，切實推動FTAAP的實質性內容進展。

中國到2020年邁向服務業大國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討論會上

圍繞「中國增長創新的新動力」發表演講，提出到2020
年走向服務業大國，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將成
為中國增長、轉型、創新的主要推動力。他認為，中國
走向服務業大國，將推進中國經濟的全面轉型升級，將
成為中國「十三五」經濟轉型的重要目標，將給亞太區
域經濟合作帶來重大利好。
遲福林還預測，中國的服務業在未來6年中將倍增，

同時帶動就業比重，加快對外開放，推動亞太區域經濟
合作。

國家會議中心將為APEC開餐142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 北京報道）在距離
2014APEC啟幕還有不到兩周時間，作為APEC主場地
之一，國家會議中心正緊鑼密鼓地籌備着會議期間的餐
飲和會議服務。昨日，境內外媒體受邀來到國家會議中
心探秘APEC籌備情況。

餐飲融五洲風味 展中國特色
據了解，在本屆APEC期間，國家會議中心預計開餐
142場，接納人數約7.3萬人次。中心廚房區域總面積共
7,000平米，其中中央廚房5,000平米，一至三層配有出
品廚房，還配有專門的食品檢驗室，以保障食品安全。
為了保證菜品的溫度和口感，經過反覆演練，將送餐時
間指定為5分45秒。
據介紹，會議期間，餐飲將融合五洲風味、展現中國

特色、秀出北京文化，除了提供澳洲水果雪餅、新加坡
香辣米粉等五洲風味食品，也提供擔擔麵、小籠包等中
國特色美食。
同時，富有老北京特色的小吃也將亮相展台，包括宮

廷小窩頭、驢打滾等。

白色「兵馬俑」吸引目光
在一樓的餐廳展台裡，一組白色「兵馬俑」食雕吸引

了記者們的目光。據國家會議中心會議運營部相關負責
人介紹，「兵馬俑」是用糖粉製作而成，寓意和諧和團
結，跟APEC會議形成呼應。據介紹，會議期間，客人
的每一餐都會擺放不同的雕塑，同時結合北京胡同風格，
之後還會包括門樓、石雕和石鼓，全方位呈現中國元素。
會議還將用巧克力製作一個APEC會標。

服務人員裝束主打金黑紅
除了餐飲等亮相，服務人員的裝束也是本次展示的重

點。貴賓服務人員的服裝是香檳色的連衣裙搭配黑色西
服，寓意中西文化融會貫通。禮儀服務人員的紅色旗袍體
現了中國女性的嫻雅大氣。高檔宴會服務服裝有兩套：尊
貴黑系列，純色套裝配以精緻的金色扣子，金色立領點綴
其中，襯托出服務人員高貴典雅的氣質，提升宴會的檔
次；奢華白系列，白色張揚、黑色厚重，金色點綴其中，
三種顏色融合在一起，給人神秘而奢華的冷酷氣質。

帥哥服務生的「紅與黑」
除了服務人員現

場擺放餐枱等演
示，記者們還觀看
了特色餐枱的現場
擺枱、就會議餐飲
服務而言，餐枱的
設計和創意能給整
個餐飲活動帶來亮
點。其中，來自北
京的「靚仔」服務
生張凱鵬自創的
「紅與黑」主題中式餐枱吸引了眾多記者的目光。

這個身穿紅衣配黑褲的年輕人熟練地擺放着餐桌上的每
一道刀叉、酒杯、餐布等餐具，大家頓時被這紅與黑的碰
撞所吸引。一般中式餐枱的顏色以黃、白、紅為主，但是
張凱鵬這種紅與黑的設計卻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據說這個「紅與黑」的創意，裡面還有一個小故事。
凱鵬每天下班的時候都會路過一個高檔蛋糕店，其中造
型華美的黑天鵝蛋糕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與同事
說起這件事，同事們都很支持。於是，大家幫他一起設
計了這個紅與黑的創意擺枱。

憑借這個「紅與黑」為主題的中式餐
枱，「靚仔」張凱鵬獲得了北辰職工技
能比賽二等獎。 ■記者 張紫晨

■服務生張凱鵬在擺枱。
記者張紫晨 攝

(
*

■貴賓服務
人員的香檳
色連衣裙搭
配黑色西服
和禮儀服務
人員的紅旗
袍。

記者
張紫晨 攝

■■廚師向記者介紹白色廚師向記者介紹白色「「兵馬兵馬
俑俑」」食雕食雕。。 記者張紫晨記者張紫晨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