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老鐵路有望年內全面施工
兩國簽20個合作文件 涉產能經貿投資等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正在老撾進行正式訪問的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與老撾總理通倫當地時間8日見證雙邊產能合作、經貿投資、經濟技

術、教育等領域20個合作文件的簽署，兩國並發表了《中老聯合公報》。公報

指出，雙方將繼續積極推進中老鐵路項目，同意加快前期準備，實現年內全面

施工，同時扎實做好各項保障工作，確保項目建設和運營順利進行。

20162016年年99月月1010日日（（星期六星期六））A11 中 國 新 聞■責任編輯：黃超然

中老重點推進的合作領域
經濟

■中方願協助老方制定經濟發展專項規劃，繼續
為老撾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力所能及
的幫助。

■雙方將繼續積極推進中老鐵路項目，同意加快
前期準備，實現年內全面施工。

■雙方將密切配合，建設好磨憨－磨丁經濟合作
區和萬象賽色塔綜合開發區。

■加強海關、質檢等職能部門合作，提高口岸通
關便利化程度。

文化

■中方將向老方提供更多中國政府獎學金名額，
繼續與老方開展青年志願者交流。

■老方將繼續支持老撾中國文化中心、老撾國立
大學孔子學院等機構運作，把兩國友好帶入基
層。

軍事

■加強執法安全合作，建立兩國公安部部級會晤
機制，深化國內安全保衛、境外追逃追贓、打
擊跨國犯罪等領域合作。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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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
中國—東盟
（10+1）領
導人會議暨
中國—東盟
建立對話關
係25周年紀

念峰會日前舉行。與會的中國與
東盟國家領導人都積極肯定中國
與東盟自 1991 年建立對話關係
以來取得的成就，期待在總結經
驗的基礎上展望未來，共同繪就
中國—東盟合作新藍圖。

政治互信 互利共贏
各方心中都在設計新藍圖的草

稿，希望在藍圖上添上自己中意
的色彩。但在這其中，有幾種色
彩必不可少。

第一種色彩是政治互信。互信
首先基於尊重。中國始終堅持尊
重他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
不干涉他國內政，受到東盟國家
稱讚。互信還源自真誠相待。中
國重視東盟關切，支持東盟一體
化進程，支持維護東盟在地區架
構演變中的中心地位，支持東盟
在國際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作
用。

第二種色彩是互利共贏。貿易
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中
國連續7年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
夥伴，東盟連續5年成為中國第
三大貿易夥伴。東盟剛剛通過了
《 東 盟 互 聯 互 通 總 體 規 劃
2025》，旨在加強東盟內部在基
礎設施、貿易、物流、人員流動
等領域的互聯互通。為實現這一
目標，東盟欲將總體規劃與中國
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進行協
調，探討雙方加強互聯互通合作
的方式。中國和東盟還發表了加
強產能合作的聯合聲明。雙方計
劃通過產能合作進一步加強經貿
關係，提振雙方業界的信心和積
極性。

共同安全 人文交往
第三種色彩是共同安全。此次

領導人會議期間審議通過的《中
國與東盟國家應對海上緊急事態
外交高官熱線平台指導方針》和
《中國與東盟國家關於在南海適
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的聯合
聲明》，將在完善規則、管控分

歧、防範風險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第四種色彩是人文交往。國之交在於民相

親。中國與東盟不斷拓展文化、旅遊等領域交
流，確定了2020年雙方人員往來達到3,000萬人
次的目標，並促進往來便利化。

中國與東盟關係已經是最富內涵、最具活力
的國際關係之一。雙方共慶對話關係建立25周
年，促成一系列共識和合作，將使雙方從中獲
益，而且為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作出貢獻。
中國和東盟正
合作共建更為
緊密的命運共
同體。

��

在日前舉行的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
議期間，鏡頭中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主動走上前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握
手寒暄，並表達了願意改善對華關係的

積極願望。此舉是繼菲律賓特使、前總統拉莫斯前往
香港展開「破冰之旅」後的又一「友好信號」的釋
放，停滯5年的中菲關係已開始出現回暖跡象。

寒暄中，李克強表示，期待雙方共同努力，推動中

菲關係重返正常軌道，實現健康穩定發展。杜特爾特
則稱，「這也是我堅持的一個原則。」

杜特爾特曾表示，希望在年內訪華。對此，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9月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已經表
態，中方歡迎杜特爾特總統訪華，希望他盡早成行。

廈門大學特聘教授莊國土表示，自從杜特爾特上台
後，中菲關係，無論從雙方意願還是實質的進行，都
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莊國土稱，如果能與中國改善關

係，既可以緩和原來存在的中菲之間的緊張局面，又
可以從中方得到實實在在的實惠，來增強杜特爾特在
國內執政的實力和施政的威望。

中菲關係回暖跡象其實從菲律賓新政府上台之初就
有了良好開端，菲方對外釋放出的「妥善處理雙邊有
關問題的積極信號」，以及「願意改善中菲關係的態
度」，讓因南海問題一度關係惡化的中菲兩國再次具
備了回到「坐下來好好談」這條正常軌道上來的條
件。此外，中菲兩國想要「振興」包括農產品貿易、
金融、旅遊等5大領域合作的共同願景，也將促使一
度緊張的雙邊關係趨向緩解。 ■記者 朱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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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關係現回暖跡象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廣網、新華社、中通社報道，
當地時間8日下午，在老撾首都萬象舉行的東亞合作領
導人系列會議落下帷幕。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在透
露，《南海行為準則》框架草案有望在明年7月的中
國—東盟外長會之前完成：「在下一次明年7月的中
國—東盟外長會之前，我們一定會完成《南海行為準
則》框架草案的。」劉振民又指，東亞峰會上發言的
18個國家領導人中，「只有兩個域外國家講到了南海
仲裁問題」。

個別域外國家仍炒作「仲裁案」
劉振民表示，包括全部東盟成員國在內的絕大多數
與會國家領導人認為，中國和東盟已經為維護南海和
平穩定、推動南海問題解決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但有個別域外國家再次炒作所謂「南海仲裁案」。
劉振民指出，所有發言的東盟國家都支持中國與東

盟國家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在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推動《南海行為準則》磋商方面取得的積極進
展，對中國—東盟領導人峰會通過的4個文件表示高度
讚賞。只有兩個域外國家主張仲裁要執行，「但是在
這麼一個場合，在南海周邊國家都認為只有通過對話
與協商來推動解決有關爭議的大背景下，這實際上是
不合時宜的」。
東亞峰會（10+8峰會）8日在老撾萬象結束，峰會
通過了三個聲明，均與南海問題無關。北京專家分
析，這反映出中國與東盟都希望維護地區穩定。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駱永昆在接受中

通社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和東盟各國都不希望「南

海仲裁案」風波繼續，這對本地區任何一方都沒有好
處。

東盟不希望南海問題升溫
此次東亞峰會是6日開始的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

的最後一場，也是繼「南海仲裁案」後，中國、日
本、美國和東盟各國首腦首次相聚的重要會議。此前
外界猜測，在南海問題上，美、日將借機向中國發
難。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軍控與安全研究所助理研

究員陳慶鴻表示，東盟借峰會打造團結獨立形象，這
有助於其維護在地區機制中的中心地位。
駱永昆也認為，東盟為加強一體化進程，不希望南

海問題升溫。

《南海行為準則》框架草案料明年中完成

中老鐵路是第一個以中方為主投資建設並運營，與
中國鐵路網直接連通的境外鐵路項目，全線採用

中國技術標準，使用中國設備。根據規劃，中老鐵路
由中國雲南省省會昆明經老撾著名旅遊勝地琅勃拉邦
至老撾首都萬象，全程長417公里，預計將耗資68億
美元，工期4-5年。中老政府已商定，兩國政府共同出
資40%的總投資。其中，中國政府出資70%，老撾政
府出資30%，餘下的60%由中老兩國國有企業共同投
資。其中連接萬象與磨丁的老撾段已在去年12月舉行
開工奠基儀式。

發揮大項目對經合引領作用
李克強在與通倫會談時表示，中老政治上高度互
信、經濟上全面合作、人文上廣泛交融，不僅切實造

福兩國人民，而且有助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與發
展。中方願同老方一道，以建交55周年為契機，保持
高層密切交往，加強戰略溝通協作，扎實推進各領域
務實合作，推動中老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斷向前
發展。
李克強指出，中方願同老方進一步對接發展戰略，

協同推進中國「十三五」規劃和老撾「八五」規劃，
切實加強產能和投資合作，確保中老鐵路這一標誌性
項目年內全面開工；繼續建設好磨憨—磨丁經濟合作
區和萬象賽色塔綜合開發區等，發揮大項目對經貿合
作和地區互聯互通的引領作用。
通倫表示，李克強總理此訪正值老中建交55周年，

對兩國關係發展意義重大。李總理率團出席東亞合作
領導人系列會議體現了兩國友好，是對老作為輪值主

席國的巨大鼓舞和支持。
通倫表示，老中政治關係和經貿投資合作同步發
展，成果豐碩。人文交流形勢喜人，來老旅遊的中國
遊客超過百萬人次。防務、執法合作進展順利。在區
域合作方面相互支持，成效顯著。中方參與老基礎設
施建設，幫助培訓人才，對老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積
極貢獻。老方願加強協調力度，加快推進鐵路項目合
作，並繼續為雙方投資合作創造良好條件。相信在雙
方共同努力下，老中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必將邁上
新台階。

中方願助老方制定經發規劃
會談後，兩國發表了《中老聯合公報》。公報指
出，雙方決定加快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十三
五」規劃同老撾「變陸鎖國為陸聯國」戰略、「八
五」規劃的有效對接，制定並實施好共同推進「一
帶一路」建設合作規劃綱要，切實推進產能與投資
合作，發揮中老兩國政府經濟和技術合作規劃的作
用。中方願協助老方制定經濟發展專項規劃，繼續
為老撾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
助。

昨日上午，正在老撾進行正式訪問的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前往萬象寮都公學參
觀，並同學校師生親切交流。

慰問來自中國志願者教師
寮都公學創辦於1937年，是一所華僑集體公辦華文

學校，開設幼兒園至高中課程，以中老雙語教學而聞
名，在校生人數2,800餘人。

李克強抵達時，師生們敲起鑼鼓、跳起獅舞熱情迎
接，道路兩旁和教學樓長廊上站滿揮舞着中老兩國國
旗的學生，歡呼着「總理好！」李克強向學生們揮手
致意，並在校長陪同下來到禮堂欣賞師生們表演的文
藝節目。孩子們以稚嫩而洪亮的聲音朗誦着「同飲一
江水，共唱友誼歌」，並演唱了中文歌曲《茉莉花》
和《歌唱祖國》。

隨後，李克強來到一間教室，學生們正在練習寫毛
筆字，當看到學生寫下「中秋」二字時，李克強說，
中秋節是團圓的節日，希望中老友誼像中秋之月那樣
圓滿，並勉勵大家好好學習，成為國家發展棟樑，做

中老友好的接班人。
當得知該校有20多位來自中國的志願者教師時，李

克強親切地慰問他們稱，你們遠離祖國和家人，在異
國他鄉傳播中國語言文化。你們播撒的不僅是知識的
種子，更是友誼的種子，必將獲得「雙豐收」。9月
10日是中國的教師節，我衷心祝願你們節日快樂。

明年邀百名華文教師訪華
李克強代表中國政府向學校贈送了一批電腦、書籍

和體育用品，並將中國政府明年將邀請100名老撾華
文教師訪華的好消息告訴了大家。李克強表示，中老
同飲一江水，不僅有牢固的政治互信，更有長久深厚
的友誼和密切的人文往來。兩國進一步深化人文交
流，要依靠你們，希望學校越辦越好。正如你們的辦
學宗旨「桃李芬芳世界」一樣，我也希望中老友誼如
桃李般芬芳東盟、芬芳世界。

參觀活動結束後，李克強來到當地民眾中間，同他
們互動交流，暢談中老友誼，促進民間友好合作。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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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飲一江水 共唱友誼歌

■■李克強走進一家小李克強走進一家小
商店商店，，與店主和前來與店主和前來
購物的老撾民眾互動購物的老撾民眾互動
交談交談。。 中新社中新社

■■李克強與萬象寮都公學的李克強與萬象寮都公學的
學生親切交流學生親切交流。。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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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同老撾總理通倫會談後，
見證20個合作文件的簽署。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