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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看點引關注
李克強赴東亞峰會

出訪四大看點
看點一：「鑽石十年」如何開局
中國—東盟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能否有
所進展；「黃金十年」謝幕，而今，站在
打造「鑽石十年」的開端時刻，中國與東
盟將如何規劃未來，使得此次中國－東盟
(10+1)領導人會議備受矚目。
看點二：10+3新增長點在哪
區域內不同自貿體系之間如何協調推進；
為了增強10+3內生動力、發掘新的增長
點，成員如何向着2020年建成東亞經濟
共同體的目標邁進。
看點三：東亞峰會未來如何發展
如何「科學設計峰會未來發展方向」；東
亞峰會自成立以來，成員不斷增多，影響
也日益擴大，未來這一地區架構該如何建
設，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看點四：「胞波」情誼如何再上台階
中緬怎樣建立更加成熟的雙邊關係；建交
64年來，身為傳統友鄰的中緬，可謂「胞
波」情誼深厚，並於2011年建立了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中國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
總理首次訪緬備受關注。

實習記者 張議元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昨日赴緬甸參加東亞合作領導人系
列會議，會後將對緬甸進行訪問。
這也是中國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
李克強首次訪問緬甸。屆時兩國將
簽署系列經貿協議，並將公佈新的
合作項目。

加強互聯互通 走出「徘徊」局面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是緬甸第一

大貿易夥伴、第二大出口市場和第
一大進口來源地。2013年，中緬貿
易額達101.5億美元，10年時間裡增
長了近10倍。然而，在良好的基本
面下，中緬經濟合作也並非全無問
題。2011年以來，緬甸在經濟領域
實行開放政策，逐步改善與歐美國
家的關係，來自歐美、日本發達國
家的投資有所增長。與此同時，緬

甸同中國的經貿往來則略有「疏
遠」。
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童道馳透

露，李克強此次訪緬，兩國將簽署
系列經貿協議，並將公佈新的合作
項目。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翟崑認為，緬甸總統吳登盛本月8日
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加強互聯互
通夥伴關係」東道主夥伴對話會，
同時緬甸也加入了亞洲基礎設施投
資銀行，說明其對中國倡導的亞洲
互聯互通是感興趣的。李克強此次
訪問緬甸，可能會在進一步加強互
聯互通、基礎建設這些方面取得一
些成果。
但翟崑也直言，李克強此行能在

多大程度上幫助中緬兩國走出2011
年以來的「徘徊」局面，目前尚難
以斷言。

上任首訪緬甸 促經貿合作

中國首售美20架運12民用機

新西蘭駐成都總領館開館

日稱釣島立場未變
中方促謹言慎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駐日使館發言人昨日以答記者
問形式，回應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此
前關於釣魚島的言論，再次強調釣
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中方維護國
家領土主權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
移。發言人敦促日方在釣魚島問題
上謹言慎行，停止一切損害中國領
土主權的行為。
據日本媒體報道，岸田文雄在11
日的一個記者會上，針對中日四點
原則共識中涉及釣魚島的內容應詢
稱，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關於
不存在領土問題的立場沒有變化，
並列舉中方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和

東海資源開發問題，稱東海處於緊
張狀態，日中雙方主張不同。
對此，中國駐日本使館發言人表

示，對日方有關言論表示嚴重關切
和不滿。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中日雙方日前發表的四點原則共識
的含義和精神是清楚的。近年來日
方無視中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
場，執意採取單方面挑釁行動，是
導致當前釣魚島緊張局勢的根源。
發言人稱，中方維護國家領土主

權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移，同時始
終致力於通過對話磋商管控和解決
釣魚島問題，敦促日方正視歷史和
事實。

香港文匯報訊（實
習記者 周盼 成都報
道）新西蘭總理約翰
．基及夫人結束2014
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會議行程後，昨日從
北京乘坐專機抵達四
川成都，出席了新西
蘭駐成都總領事館開
館儀式。
總領館辦公地點位

於成都百揚大廈，首
任總領事孔思達曾擔
任過新西蘭駐中國首
任教育參贊。這是繼上海、廣州、
香港設立領館後，新西蘭在中國設
立的第四家領事機構，領區範圍包
括四川、貴州、雲南、重慶。
今年8月，四川震後重建工作組
前往新西蘭訪問，推動四川省與新
西蘭在國際友城、文化、教育、直

航等領域加強合作，為總領館的開
設奠定了良好基礎。2014下半年，
中新兩國就新西蘭在成都設立總領
事館達成協議。此次訪川除見證新
駐蓉總領館開館外，約翰．基希望
能在科技創新等方面與四川達成更
多的合作意向。

香港文匯報訊 中航工業直升機哈飛
與美國維信航空公司昨日在珠海簽署
20架運12系列飛機銷售合同。這是中
國首次向美國大規模出口民用飛機。
據中新社報道，這些訂購的運12飛

機將用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到大峽谷地
區的旅遊觀光和短途客貨運輸。這是
中國國產民機首次出口發達國家，在
中國民機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
義。
中國運12輕型多用途飛機是唯一取
得美國FAA型號合格證的中國國產民
機，這是運12成功打入美國市場的必
要條件。
據介紹，運12具有使用簡單、機動

靈活、可在簡易跑道上起飛和着陸、

用途廣泛等特點。

已出口近130架
運12是中航工業哈飛採用先進技術

研發的通用支線飛機。截至目前，運
12飛機已交付國內外用戶近200架，
其中中國國內近 70架，國外近 130
架，是目前交付量最大的中國國產民
用飛機。
第十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11

日在珠海開幕，當日，中航工業直升
機哈飛還與中航國際簽署6架運12飛
機的採購協議；與俄羅斯FLY公司簽
署4架運12飛機採購協議；與中航技
簽署30架直9直升機採購協議；與保
利科技簽署5架直9直升機銷售合同。

墨西哥高鐵撤標
料賠償中方2.7億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社報道，因取
消中國高鐵合同，墨西哥將向中方補
償至少 5.9 億比索（2.66 億元人民
幣）。
墨西哥《經濟學家報》報道，有消

息稱，墨西哥政府將應該對中鐵建公
司牽頭的中墨聯合競標體進行賠償，
賠償金額不超過聯合體報價的1%，具
體金額將經過協商並對外保密。
據此前中鐵建聯合招標的報價總額約
為44億美元，賠償金額將不會超過4,400
萬美元（約合2.7億元人民幣）。
墨通信交通部鐵路運輸處長蘇阿雷
斯表示，根據《公共工程及相關服務
法》，將會根據聯合體競標所產生的
費用，與其協商進行賠償。
幾日前，墨通信交通部長曾表示，
中墨聯合體是唯一按時遞交標書的企

業，為此，共有200個技術人員在墨西
哥工作，並且「耗費了數百萬美元的
資金，這是其他企業沒有做到的」。
根據《公共工程及相關服務法》第

四十條規定，如果公共招標有企業中
標卻沒有與其簽訂合同，就像墨西哥
城－科雷塔羅高鐵項目這種情況，招
標方將進行賠償，但賠償金額沒有規
定。法律稱「在投標方的書面要求
下，機構或單位需要賠償前者在準備
和起草標書過程中無法彌補的花費，
只要這些花費是合理的、被證實的並
且與招標直接相關的。」
11月4日凌晨，墨西哥通信和交通

部宣佈，由中國鐵建牽頭的國際聯合
體中標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羅高速鐵路
項目。這是中國在海外承建、並完全
採用中國標準的首條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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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洲網報道，澳洲墨爾本Bendigo中國
博物館昨日表示，由於展覽空間及館藏空間已滿，擬於
2015年擴建。據悉，墨爾本所在的維州政府將為此提供
2,000萬澳元的資金。
維州政府宣佈，將斥資16萬澳元於2015年7月前制定好

一份鄉村發展計劃。這項發展計劃將考察金龍博物館
（Golden Dragon Museum）如何應對旅遊行業的改變，包
括開發吸引人的數字化項目等。
金龍博物館總經理傑克稱，這項計劃還將對一個長久以來

的提案做出調查，即投入2,000萬澳元擴充博物館面積。
「這是一項長期的
目標，且是鄉村發
展計劃的一部分。
我們認為這對博物
館而言是一個非常
強大的經濟發展計
劃，擴建後的新館
將增強我們與中國
之間的聯繫和紐帶
關係。我們將積極
參與到這項發展計
劃的制定和執行
中。」

■新西蘭駐成都總領事館昨日開館，新西蘭總理
約翰．基（右）同四川省長魏宏（左）共同為總領事
館揭幕。 周盼 攝

■澳洲墨爾本中國博物館將擴建。
網上圖片

■中國首次向美國出口運12民用飛機。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

者 張議元 北京報道）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下午

乘專機抵達緬甸內比都，

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

會議並對緬甸進行正式訪

問。據悉，李克強將在一

天半內出席三場重大會議，探討中國－東盟自貿區

升級版。有分析指出，借北京APEC會議的東風，中

國總理如何開啟中國－東盟「鑽石十年」、加強中

緬關係、推進東亞區域合作及10+3新增長點，成為

重要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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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參加的系列會議，包括第十七次中國－東盟(10+1)領
導人會議、第十七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和第

九屆東亞峰會。有專家指出，三個會議機制不是簡單的論壇，都
具有「實質性內容」，因而議題不僅是地區國家共同關注的發展
問題，也會就東亞合作探討更具體、更有含金量的合作計劃。

推東盟共同體建設
去年是中國與東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10周年，中方提出建設
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7合作框
架」等一系列重大倡議。據報道，作為看點之一，在今年「10+
1」領導人會議上，中方將回顧一年來雙方落實「2+7合作框
架」的積極進展，闡述發展與東盟關係政策，重申支持東盟共同
體建設，致力於同東盟建設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等。
繼「黃金十年」之後，中國與東盟如何規劃未來，開啟「鑽石
十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安全戰略研究院外交與安全
研究室副主任鍾飛騰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本次峰會可能敲定
2015年成立東盟經濟共同體的方案，這將有助於加速內部協調步
伐，進一步推進成員間的互聯互通。
鍾飛騰亦稱，中國對東盟的投資領域將拓寬，加大技術輸出和
製造業轉移力度，幫助調動東盟一些落後國家和地區的需求。他
說，中國以往對東盟的戰略主要考慮外交因素，現在更多考慮東
盟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階段需要什麼，將合作層面從政府擴展到
全方位。

料商金融政策協調
對於今年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的議題，有專家預計，將
探討如何加強宏觀經濟金融政策的協調，繼續深化糧食安全等領
域的合作，推動亞洲自貿體系、投融資體系等建設問題。此外，
作為APEC北京會議的成果，啟動亞太自貿區進程，推動實現亞
太自貿區路線圖，料將在會上重點討論。
李克強對緬甸進行訪問亦是看點之一，這是中國新一屆政府成
立以來，總理首次訪緬。訪問期間，李克強將與緬甸總統吳登盛
舉行小範圍、大範圍的會談，就新形勢下深化中緬全面戰略合作
夥伴關係深入交換意見，探討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加強兩國務實合
作，拓展中緬文化、青年等領域友好交流合作等。鍾飛騰表示，
李克強與吳登盛的會面，將是向緬甸展示中國在地區影響力的好
機會。

■■李克強昨日抵達緬甸出席東亞系列峰會李克強昨日抵達緬甸出席東亞系列峰會。。圖為圖為20132013
年年，，李克強在汶萊出席第八屆東亞峰會李克強在汶萊出席第八屆東亞峰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第第2525屆東盟峰會及系列峰會於屆東盟峰會及系列峰會於1212日日
至至1313日在緬甸首都內比都舉行日在緬甸首都內比都舉行。。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