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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將赴越出席APEC會議
中方盼會議共同維護亞太開放發展大方向 力撐多邊貿易體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習近平外訪主要日程表

沖 北京報道）本月 10 日至

11月10日至11日
出席在越南峴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導
人非正式會議。將出席亞太工商領導人峰會並作主旨
演講、與東盟國家領導人舉行對話會，並將出席APEC
工商諮詢理事會代表的對話會。其間，還將與APEC經
濟體的領導人舉行一系列雙邊會見、會談或寒暄。

14 日 ，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應邀出席
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並對越南、
老撾進行國事訪問。這將是
中共十九大後，中國黨和國

11月12日至13日
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將與越南總書記阮富仲、越南
國家主席陳大光等分別舉行會談和會見。中越有望在
「一帶一路」和「兩廊一圈」發展戰略對接、產能合
作、基礎設施、跨境經濟區建設、文化產業合作等領
域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

家最高領導人首次外訪。中
國外交部稱，屆時習近平將
出席亞太工商領導人峰會並
作主旨演講，中方期待會議
能共同維護亞太開放發展的
大方向，對外發出積極正面
的信號，為開放型世界經濟
注入正能量。中國商務部
指，此次 APEC 會議將發出
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的積極信

■本月 10 日至 14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應邀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圖為 2016 年 11
月18日，習近平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對秘魯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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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10 日至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宣佈，本月
11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應邀赴越南峴

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
會議。副外長李保東昨日在吹風會上介紹，與
會期間，習近平將出席 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
並發表主旨演講，出席兩個階段領導人非正式
會議和工作午宴，出席 APEC 領導人與東盟領
導人對話會，出席 APEC 領導人與 APEC 工商
諮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並將會見有關經濟體
領導人。
李保東透露，目前已有很多APEC經濟體都
向中方提出了要求，希望能在 APEC 峰會期間
安排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談或會見，其中也包括
日本和韓國。他說：「目前提出要求的經濟體
比較多，中方正在與相關經濟體進行密切溝通
和協商。」

望全方位推動貿易暢通
這次APEC會議的主題是「打造全新動力，
開創共享未來」。各經濟體領導人及代表將圍
繞區域經濟一體化、包容發展、創新增長、互
聯互通、農業和糧食安全等議題深入交換看
法，會議共識將反映在會後發表的領導人宣言
中。
李保東說，中方作為APEC大家庭的重要成
員，期待會議在以下方面取得積極成果：一是
共同維護亞太開放發展的大方向，對外發出積
極正面的信號，為開放型世界經濟注入正能
量。二是共同挖掘亞太發展新動力，推進落實
亞太互聯互通藍圖，促進成員實體經濟發展。
三是共同勾畫未來合作新願景。中方將繼續同
各方一道，推動亞太經濟合作穩定向前發展，
促進亞太和世界的發展繁榮。
據悉，本次 APEC 會議將重點推動四大議
題，包括推進包容性增長、深化區域經濟一體
化、促進中小企業創新和增進糧食安全。其中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 APEC 長期以來的重點議

題。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昨日在吹風會上表
示，圍繞這個議題，今年中方將全面推進亞太
區域各領域合作，深化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和便
利化。
具體而言，王受文透露，今年APEC會議有
望取得以下經貿成果：一是全方位推動貿易暢
通 ， 批 准 《APEC 跨 境 電 子 商 務 便 利 化 框
架》，制訂《APEC 供應鏈互聯互通行動計劃
監督框架》，提出 APEC 輔助產業倡議，全面
推進服務業合作。二是進一步落實北京會議成
果，繼續推動亞太自貿區發展，推動全球價值
鏈合作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深化電子口岸和
綠色供應鏈合作。三是發出支持多邊貿易體制
的積極信號。

外交部：台北參與 APEC 會議
須符合「一中」原則

對越南老撾進行國事訪問
本月 12 日至 14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習近平將應邀對越南、老撾進行國事訪
問。此次訪越是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再次實現
年內互訪。外交部部長助理陳曉東昨日在吹風
會上表示，其間，雙方將就深化中越兩黨兩國
戰略溝通、加強治黨治國經驗交流、促進重大
發展戰略對接、拓展務實合作、擴大人文交流
及共同關心的地區和國際問題等深入交換意
見，全面部署和規劃新時期兩國關係的前行路
徑。
此次訪老是中國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時隔
11 年再次訪老。陳曉東說，其間，雙方將就
弘揚傳統友好、夯實政治互信、加強戰略溝
通、深化務實合作深入交換意見，全面規劃和
系統部署新時期中老關係發展。
陳曉東稱，此訪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周邊外
交的開篇之作，將開啟新時代中國特色周邊外
交的新境界。相信此訪必將為新時期中越、中
老關係發展，以及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的互利共
贏合作帶來新機遇，注入新動力，開啟新篇
章。

■外交部昨日舉行中外媒體吹風會，介紹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
近平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對越南、老撾進
行國事訪問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
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於
下周在越南峴港舉行。對於
APEC 會議期間大陸領導人是否
會與台灣地區代表宋楚瑜舉行正
式會晤等問題，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李保東昨日在外交部中外媒體
吹風會上回應稱，中國台北參與
APEC 的活動必須符合一個中國
的原則和 APEC 有關的諒解備忘
錄。
李保東指出，中國台北參與
APEC 有關的活動，要按照一個中
國的原則和亞太經合組織有關台
灣問題的諒解備忘錄的規定，根

據一些傳統的做法來開展，不要
影響會議的正常召開，這是非常
重要的。
此前，國台辦亦明確表示，關
於台灣方面出席 APEC 的活動，應
該按照一個中國原則和 APEC 的有
關諒解備忘錄來處理。
台當局領導人蔡英文日前任命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擔任亞太經濟
合作組織會議台灣方面的代表。
這是宋楚瑜繼去年 11 月赴秘魯利
馬 參 加 APEC 後 再 次 受 命 出 使
APEC。輿論分析認為，蔡英文要
想打破兩岸僵局，關鍵還在於台
灣當局要承認體現「一中」原則
的「九二共識」。

11月13日至14日
對老撾進行國事訪問。將與老撾總書記、國家主席本揚
舉行會談，分別會見老撾政府總理通倫、老撾國會主席
巴妮，出席中方援建老方民生項目奠基儀式，中國老
撾有望就深化「一帶一路」與老撾國家發展戰略對
接，加快推進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科技、農業、電力等
領域合作達成新的重要成果並簽署相關合作協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外交部籲域外國家
客觀看待南海形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外交部
部長助理陳曉東昨日在中外媒體吹風會上表示，
地區國家有意願、有能力、有智慧處理好南海問
題，也希望域外國家能客觀看待南海形勢發生的
積極變化，多做有利於地區和平和穩定的事情。
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
正式會議將於下周在越南舉辦，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應邀出席此次峰會。外媒關注南海問題是否會
在峰會上被提及，對此，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保
東昨日在中外媒體吹風會上表示，南海問題沒有
列入 APEC 峴港會議議程，也不在本次會議的討
論議題範圍之內，相關各方對此問題上有共識。
關於南海問題，外交部部長助理陳曉東介紹，
在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的形勢總
體趨緩，而且不斷呈現積極的發展態勢。中國和
東盟國家對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積極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已經取
得了重要進展。

盼共促地區和平穩定
「這說明，地區國家有意願、有能力、有智慧
處理好南海問題，也希望域外國家能客觀看待南
海形勢發生的積極變化，多做有利於地區和平和
穩定的事情。」 陳曉東強調。
對於中越間在南海問題上的分歧與爭端，陳曉
東表示，中越兩國兩黨領導人多次從戰略高度和
全局角度就海上問題深入、坦誠交流，也達成了
重要共識。雙方將堅持友好、協商、談判的原
則，共同管控好海上分歧，維護好中越關係的大
局與南海和平。

發改委發佈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

陳希出任中央黨校校長

企業境外投資敏感類項目需核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
家發改委昨日對外發佈《企業境外投資管理
辦法（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新辦
法》），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新辦法》
指出，中國企業開展境外投資應當履行項目
核准、備案等手續，其中，投資主體直接或
通過其控制的境外企業開展敏感類項目需經
國家發改委核准。
《新辦法》還強調，中國企業在港澳台地
區投資或者通過控制的港澳台企業向境外投
資者，也受此《新辦法》監管。對擅自在境
外投資，或在境外投資過程中有不正當競

爭、損害國家利益和安全等行為的企業實行
懲戒。
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多次對境外投資活動
作出規範。8 月 18 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通
知，對境外投資活動分別實施鼓勵、限制、
禁止的三類差別化政策，限制企業開展房地
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境
外投資。

促境外投資健康發展
此次國家發改委《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
（徵求意見稿）》的發佈，官方稱目的是為

加強境外投資宏觀指導，優化境外投資綜合
服務，完善境外投資全程監管，促進境外投
資持續健康發展，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和國家
安全。
根據《新辦法》，需要國家發改委核准的
敏感類項目包括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的項
目，如未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和地區、發生戰
爭、內亂的國家和地區等，敏感行業則包括
武器裝備的研製生產維修、跨境水資源開發
利用、新聞傳媒等，以及根據宏觀調控政
策，需要限制企業境外投資的行業。具體敏
感行業目錄由國家發改委發佈。

中國將
「三步走」
發展工業互聯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新辦昨
日召開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工業和
信息化部副部長陳肇雄介紹說，中國將分
2025 年 、 2035 年 和 本 世 紀 中 葉 「 三 步

走」，構建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工
業互聯網生態體系。
陳肇雄指出，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
《深化「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

網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是規
範和指導中國工業互聯網發展的指導性文
件，為深化製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提供實
現路徑。

《新辦法》規定，對非敏感類的對外投資
項目，實行備案管理。其中，央企或投資額
3 億美元（約合港幣 23.4 億元）及以上的地
方企業的投資項目均需向國家發改委備案。
《新辦法》還要求，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應
在項目實施前取得核准文件或備案通知書，
否則外匯管理、海關等部門不予辦理相關手
續，金融機構不予辦理相關資金結算和融資
業務。
國家發改委還表示，要建立境外投資違法
違規行為記錄，納入信用記錄，並會同有關
部門和單位實施聯合懲戒。

《意見》提出，到 2025 年，實現覆蓋
各地區、各行業的工業互聯網網絡基礎設
施基本建成，標識解析體系不斷健全並規
模推廣，形成若干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工
業互聯網平台等；到 2035 年，中國工業
互聯網重點領域實現國際領先；到本世紀
中葉，工業互聯網綜合實力進入世界前
列。

■昨日，中共中央黨校舉行畢業典
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黨校
校長陳希（中）出席並為學員頒發畢
業證書。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官方媒體報道稱，中共中央黨
校昨日舉行 2017 年秋季學期第一批
進修班畢業典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央黨校校長陳希出席，並為學
員頒發畢業證書。這顯示出，陳希已
接替劉雲山，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一
職。
據報道，10 月 28 日，陳希以中央
組織部部長身份，宣佈廣東省的人事
變動。昨日，中央黨校官方網站及官
方媒體，均對陳希作為中央黨校校長
出席進修班畢業典禮的活動進行報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