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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習近平APECAPEC講話要點講話要點

中通社報道稱，習近平當日出席APEC工
商領導人峰會並發表題為《發揮亞太引

領作用 應對世界經濟挑戰》的主旨演講。他
指出，在世界經濟充滿挑戰的大背景下，亞太
經濟也面臨着諸多現實和潛在的困難和風險。
亞太經濟如何保持正確發展方向，如何找到新
經濟增長點、鞏固增長引擎地位，值得認真對
待和深入思考。

要加快亞太自貿區建設
「亞太巨輪」如何校準航向、同舟共濟？習

近平提出，第一，堅持推進改革創新。要解決
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
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
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
變化。亞太在這方面要走在世界前面，提高亞

太經濟體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共建共享協
調、開放、包容的全球價值鏈。
第二，堅持構建開放型經濟。多年來，亞太

堅持大開放、大融合、大發展，走出獨具特色、
充滿活力的區域經濟合作道路，我們要加快亞太
自由貿易區建設，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第三，堅持落實發展議程。前不久，聯合國

發展峰會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要
把落實可持續發展議程納入各自國家發展戰
略，確保有效落實。要建立全面發展夥伴關
係，調動政府、企業、民間等各方面力量，為
落實可持續發展議程作出貢獻。要推動包容和
諧發展，儘早實現可持續發展議程設定的各項
指標。
第四，堅持推進互聯互通。互聯互通的根本

目的，是使亞太經濟血脈更加通暢，從而擴大

經濟社會發展潛力。互聯互通要注重基礎設
施、制度規章、人員交流三位一體，並行推動
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
民心相通。要通過互聯互通對接各國發展戰略
和規劃，形成亞太規模經濟效應和聯動效應，
實現亞太經濟整體振興。

營造有利發展和平環境
習近平強調，實現上述目標，需要亞太各
成員攜手並肩、共同努力。我們要加強政策
對話和協調，以亞太經合組織為平台，着力
形成合力。要堅持以發展為中心，全力營造
有利於發展的和平環境，決不讓任何事情干
擾亞太發展進程。要堅持合作共贏理念和命
運共同體意識，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實
現共同發展。要堅持多元發展，尊重彼此根
據自身實際選擇的發展道路，通過對話協商
的方式解決分歧。
習近平說：「我相信，寬闊的太平洋將成為

亞太合作的橋樑、友好的紐帶、共同的家園。」

「亞太巨輪」須同舟共濟習
近
平

習
近
平
：：

強調區內各經濟體要勇於擔當 努力推動全球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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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中新社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菲律賓馬尼拉出席
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時發
表主旨演講強調，中國是亞太大家庭的一員，
中國的發展起步於亞太，得益於亞太，也將繼
續立足亞太、造福亞太。在更加注重對外開放
方面，習近平重申，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不會
變，對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的保護不會變，
為各國企業在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好服務的方向
不會變。「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

將開展更大範圍區域合作
習近平在主旨演講中表示，兩年前，他倡議

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兩年來，「一帶一路」得
到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響應和參與，
勢頭已起，效應初顯。
習近平指出，中國堅持開放的區域主義，同

域內外許多國家簽署合作協議，實現政策和發

展戰略對接，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
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通過「一帶一
路」建設，中國將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
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
均衡、普惠的區域合作架構。
他說，目前，主要經濟走廊和一大批多邊雙

邊重大項目正在穩步推進。中國建立絲路基金
並投入運營。中國同50多個國家一道積極籌建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打造新型
投融資平台，預計亞投行將於年底前正式成
立，為一批重大項目提供融資支持。

習近平表示，亞太工商界是亞太發展的主力
軍，是創新創業的領頭羊。「我們歡迎亞太工
商界繼續參與到中國發展進程中來，共享機遇
和利益。我們也期待亞太工商界為亞太經濟長
遠發展和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作
出更大貢獻。」

前三季對世界增長貢獻率達三成
習近平在演講時透露，今年前三季度，中國
經濟增長6.9%，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
到30%左右。他說，這是在10萬億美元高基
數之上的增長，也是調結構、轉方式進程中的
增長，這一結果來之不易。
習近平表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
經濟走勢受到大家關注。今年，在世界經濟增
長放緩的背景下，中國積極應對各種困難和挑
戰，加強宏觀調控，有力推動改革，一些經濟
指標在月度、季度間有所波動，但經濟仍然運
行在合理區間，保持平穩較快發展。

「奧巴馬去哪了？」
這句話昨天下午成為採

訪APEC峰會的大多數記者碰面時問
對方的第一句話。
APEC領導人會議的正式活動昨天

下午兩點多拉開序幕，不過在正式歡
迎儀式和接下來APEC領導人與APEC
工商諮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上，美國
總統奧巴馬竟然玩「失蹤」。
在國際新聞中心的各國記者在現場

直播屏幕上找不到奧巴馬，這立即成
為大家談論的話題。
筆者碰到一名總統府記者會的記者

朋友，兩人都不約而同問對方：「你
知道奧巴馬去哪裡了嗎？」彼此搖頭
一笑之後，迎面走過來另外一名總統

府記者會記者，他的第一句話也是
「奧巴馬去哪裡了？」我回答說：
「這也是我們剛問對方的問題。」
在失蹤了一段時間後，奧巴馬在當

天的晚宴上現身。
■本報特約記者 莊銘燈 馬尼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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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安塔利亞和菲律賓
馬尼拉，儘管「雙峰會」行程
很緊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還是舉行了不少雙邊會見，這
些行程不僅是外界洞悉中國對

外策略的重要窗口，也成為習近平「峰會外
交」不可遺漏的一部分。

「習普會」關注度大
G20峰會之前，中俄元首今年就已有三次會面。

在安塔利亞，今年第四次「習普會」如期舉行。
就算是峰會活動如此密集的情況下，「習

普會」仍在活動「間隙」按計劃舉行。時間
不長，關注度不減。會見中習近平說到了中
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深入向前發展，堅
定維護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共同努力

提高貿易水平，烏法峰會共識等多層面的問
題。俄羅斯總統普京亦強調中俄各領域保持
密切交往，具體到積極深化貿易、能源、核
電、化工、高科技、金融、地方、人文等交
流合作。

新朋友相見具意味
老友見面聊得好，新朋友相見也頗具意味。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就是習近平見的一名新朋

友，這位高大帥氣的「70後」政治家前不久才就
任加拿大總理。即使這是習近平主席與特魯多總
理的首次會面，也不影響兩國領導人「熱聊」。

45年前，現任加拿大總理的父親皮埃爾．
特魯多當加拿大總理時作出了同新中國建交
的歷史性決定，習近平回顧起這件事，稱皮
埃爾．特魯多展現出非凡政治遠見。有了這

層特殊的歷史淵源，新朋友間的交流也更為
熟絡，雙方對於加強兩國合作都展現出積極
意願。

「對接」出現頻率高
「對接」，這個近年來因中國航天突破被

人們所熟知的詞彙，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外交
場合中。尤其在多邊場合的密集雙邊會見
裡，這種變化更為集中地被外界感知。

會見印尼總統佐科時，習近平指出，今年
是中印尼建交65周年，兩國對接發展戰略、
深化務實合作取得新的積極成果，中方對此
表示滿意。

與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會見中，「對接」
之於兩國交往則更為具體。習近平說，雙方
可以加大發展戰略對接，以共建「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作為新契合點，為中馬務實合
作注入新活力。 ■中新社

&
�

雙邊會見成「峰會外交」重要一環

昨天是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開幕日，採訪峰會的
來自各國的2,000多名記者齊聚國際新聞中心，使新聞中
心首次爆棚，有些遲到的記者找不到座位，只能坐到後面
的地板上工作。
記者多也暴露出菲律賓網速緩慢的問題。自從國際新聞
中心12日開放以來，一直被菲律賓網民抱怨太慢的網絡
問題還算給力，基本上還算通暢。
但筆者昨天竟然屢次碰到無法連接，或者連接後無法打

開網頁的情形。最後經一名中新社記者「指點迷津」，讓
我挪到新聞中心內別的區域試試，這招果然見效，一下就
連接上了，但網速還是很慢。後來也聽到多名記者朋友在
抱怨網速慢的問題。
筆者碰到一名總統府新聞官，她說昨天收到有關網速慢

的大量投訴，弄得她「焦頭爛額」。主辦方今天將增設一
個無線熱點，確保能提升網速。

■本報特約記者 莊銘燈 馬尼拉報道

「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

香港文匯報訊 菲律賓民間團
體昨日在馬尼拉亞太經合組織
（APEC）會議會場外舉行反美
示威，抗議來訪的美國總統奧
巴馬煽動南海爭議，企圖為美
軍「重返亞太」尋找藉口。
據中新社報道，出席APEC
會議的美國總統奧巴馬17日抵
達馬尼拉，當天登上一艘美國
賣給菲律賓海軍的二手軍艦，
宣佈美國將向菲律賓海軍移交
兩艘軍艦，幫助提升菲海上軍
事實力。
菲律賓學生聯合會等民間團體
昨日上午組織民眾趕到APEC會
場附近的普亞特大街舉行反美示
威，示威者點火焚燒帶有諷刺意
味的山寨版「美國國旗」，高聲
呼喊反美口號，抗議美國總統奧
巴馬借登上菲國軍艦之機煽動海
上爭議。

菲律賓學生聯合會在現場
散發的一份聲明中指責，奧巴馬
在南海問題上「煽風點火」，是
企圖把APEC用作促進美國軍隊
實施所謂「重返亞太」或「亞太
再平衡」戰略的平台。

奧巴馬晤菲總統又提南海
另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正

在馬尼拉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
導人峰會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昨
日表示，中國必須停止在南海
有主權爭議的海域填海造島。
奧巴馬還重申美國對菲律賓在
防禦和安保方面的承諾。
奧巴馬是在與菲律賓總統阿

基諾三世會面後作出上述表
示。奧巴馬還說，期待與南海
爭議各方合作，解決分歧。阿
基諾三世則強調，要維護南海
航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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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

導人峰會上表示，面對世界經濟中的激流險灘，亞太這艘巨輪必須校準航向、

把好舵盤，亞太各經濟體必須勇於擔當、同舟共濟，努力推動全球增長。

奧巴馬一度玩「失蹤」 新聞中心網速慢接大量投訴

關於亞太經濟
■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
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
作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
結構的變化。提高亞太經濟體在全球
供應鏈中的地位。
■加快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推進區
域經濟一體化。
■要通過互聯互通對接各國發展戰略
和規劃，形成亞太規模經濟效應和聯
動效應，實現亞太經濟整體振興。

關於中國與亞太
■中國是亞太大家庭的一員，中國的
發展起步於亞太，得益於亞太，也將
繼續立足亞太、造福亞太。
■中國將通過「一帶一路」建設，開
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
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
衡、普惠的區域合作架構。

關於中國經濟
■四個「沒有變」：中國經濟發展長
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
好、潛力足、迴旋餘地大的基本特徵
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
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
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十三五」五個「更加」：着力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加注重效益
質量；讓市場真正成為配置創新資
源的決定性力量，更加注重創新驅
動；更加注重公平公正，着力構建
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發展新機
制；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社會
發展各方面和全過程，更加注重綠
色發展；將更加注重對外開放，願
同各方一道儘早完成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的談判。

■來源：新華社、中新社

■■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昨天晚上舉行歡迎晚宴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昨天晚上舉行歡迎晚宴。。圖為出席圖為出席
APECAPEC峰會的領導人或代表穿上菲律賓的傳統服裝合影峰會的領導人或代表穿上菲律賓的傳統服裝合影。。美聯社美聯社

■■習近平表示習近平表示，，面對世界面對世界
經濟中的激流險灘經濟中的激流險灘，，亞太亞太
這艘巨輪必須校準航向這艘巨輪必須校準航向、、
把好舵盤把好舵盤。。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出席亞太經合習近平出席亞太經合
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並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並
發表主旨演講發表主旨演講。。 新華社新華社

■■奧巴馬昨天上午曾與阿里巴巴集團董奧巴馬昨天上午曾與阿里巴巴集團董
事局主席馬雲在事局主席馬雲在APEC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工商領導人峰會
上對話上對話，，但下午卻一度失蹤但下午卻一度失蹤。。 新華社新華社

■■菲律賓示威菲律賓示威
者點火焚燒帶者點火焚燒帶
有諷刺意味的有諷刺意味的
山寨版山寨版「「美國美國
國旗國旗」。」。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