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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合作引領全球發展繁榮
習近平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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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亞

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

會議昨日在越南峴港舉行。國家主席

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題為《攜手譜寫亞

太合作共贏新篇章》的重要講話，強

調亞太各方應該堅持不懈推動創新，

堅定不移擴大開放，積極

踐行包容性發展，不斷豐

富夥伴關係內涵，引領全

球新一輪發

展繁榮。

本次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主
題是「打造全新動力，開創共享未

來」。與會各經濟體領導人圍繞「數字時代的
創新增長、包容和可持續就業」、「開創共享
未來」等重點議題深入交換看法。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3年前的今天，我們在
北京共商亞太合作大計。3年來，世界經濟逐步回
暖，各方信心正在增強。我們要看到世界經濟正
在發生深層次重大變化。亞太各方應該因勢利
導，立足於行動，引領全球新一輪發展繁榮。

推動創新 釋放發展潛能
第一，堅持不懈推動創新，打造強勁發展動
力。我們要推動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兩個輪子

一起轉，市場和技術和諧共振，讓新技術、新
業態、新模式不斷開花結果，最大限度釋放發
展潛能。要用好亞太經合組織平台，深入落實
今年制定的互聯網和數字經濟路線圖。這些
年，中國經濟不斷呈現新動能，關鍵就在於堅
持走創新發展之路。

擴大開放 構建開放型經濟
第二，堅定不移擴大開放，創造廣闊發展空

間。我們應該不忘初心，深入推進貿易和投資
自由化便利化，構建開放型經濟，維護和加強
多邊貿易體制，引導經濟全球化再平衡。要堅
定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在開放中實現亞
太新一輪大發展。明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
年。近40年來，中國堅持對外開放，在走向世
界的過程中實現了自身跨越式發展。展望未
來，中國開放的力度將更大，惠及世界的程度
會更深。

包容性發展 共享成果
第三，積極踐行包容性發展，讓民眾有更多

獲得感。我們要把提升包容性置於更突出位
置，處理好公平和效率、資本和勞動、技術和
就業的關係，讓更多人共享發展成果。要深化
減貧、中小微企業、教育、反腐敗、城鎮化、
婦女等領域合作，增進28億亞太人民的福祉。
中國始終堅持就業優先。過去幾年，中國每年
都實現了1,300萬以上城鎮新增就業。

推進夥伴關係 互利共贏
第四，不斷豐富夥伴關係內涵，實現互利

共贏。我們要強化命運共同體意識，加強政
策協調對接。要秉持和而不同理念，促進優
勢互補、合作互惠、發展互鑒。要兼顧自身
利益和他方利益，減少政策負面外溢效應，
扎扎實實推進亞太夥伴關係。基於共商共建
共享理念，中方提出並積極推進共建「一帶
一路」倡議。中方願同亞太夥伴深化政策溝
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
相通，實現協同聯動發展，朝着命運共同體
方向邁進。
習近平指出，上個月，中共十九大成功舉

行，制定了未來一個時期的基本方略和發展藍
圖。我們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更
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我們將
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
設創新型國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建
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相信一個發展動力更足、
人民獲得感更強、同世界互動更深入的中國，
必將為亞太和世界創造更多機遇，作出更大貢
獻。
當天上午，習近平還同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體

領導人一道出席全球經濟形勢非正式對話會，
聽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通報世界經
濟形勢、前景及對亞太地區影響。習近平介紹
中國經濟形勢，闡述中國對世界經濟和亞太發
展的看法，強調我們要充分抓住世界經濟進入
上升周期帶來的機遇，着力解決發展存在的深
層次矛盾和問題，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深
化結構性改革，大力振興實體經濟，挖掘內生
動力，加強風險防控，使亞太繼續引領世界經
濟增長。

習近平發言要點
■ 創新：創新是撬動發展的第一槓桿。要推動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兩

個輪子一起轉，市場和技術和諧共振，讓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
不斷開花結果。

■ 開放：歷史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不會成功，開放發展才是正途。

■ 獲得感：處理好公平和效率、資本和勞動、技術和就業的關係，增
進28億亞太人民的福祉。

■ 夥伴關係：要兼顧自身利益和他方利益，減少政策負面外溢效應。

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通
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0日
在越南峴港進行的APEC工商領導人
峰會上發表題為《抓住世界經濟轉型
機遇 謀求亞太更大發展》主旨演
講。 逾30分鐘的演講中，現場共響
起20多次掌聲。會後，多國與會代
表接受採訪，認為習近平的發言中傳
遞出的「中國方案」可以為其他國家
和地區的發展做出榜樣，增強信心。
新西蘭企業代表金．坎貝爾（Kim
Campbell）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不斷
強調這是「正面」、「積極」的一次
演講。
「習近平談到亞太互聯互通網絡，
談到『一帶一路』倡議，談到多邊主
義，這些都是非常積極的方面，也是
我們商人願意聽到的。」金又表示，
習近平談到的很多政策指向都非常具
體，且有明確的執行時間表。他認
為，通過向人們傳遞這些積極的訊
息，可以增強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信
心。

傳遞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同樣作為商人的香港蘭桂坊集團主
席盛智文說，習近平提出的開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贏、共商共建共
享的全球經濟治理理念，是很多外國
企業都樂意聽到的。「他不僅是這樣
說，也是這樣做的」。
盛智文表示，習近平談到的全球

化、包容性發展、消除貧富差距等問
題，都是每個國家和地區面臨的重大
議題。他認為，習近平的講話很「振
奮人心」，在脫貧、包容性發展等方

面，中國都是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榜
樣，也帶來了希望。

強調數字經濟加速發展
曾在中國工作5年的越南企業代表

Guido Romagnoli說，習近平在演講
中多次提到數字經濟和共享經濟的加
速發展。
他表示，自己看到了中國驚人的變

化，不管是人民的消費水平，還是科
技創新，都讓他印象深刻。「中國科
技發展的成就，大家都有目共睹，中
國也可以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中
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攜手合

作，共謀發展。」
同樣對「中國方案」有着期待的美

國企業代表約翰．赫爾曼（John
Hellmann）說，習近平的演講非常有
「建設性」，聚焦了很多未來全球可
以合作的關鍵領域。大家應該都很高
興能夠從習近平那裡聽到「中國方
案」，這對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發展傳
遞出了非常積極的信號，「這是經濟
包容性發展的體現，相信能給其他國
家帶來信心」。

APEC與會代表點讚「中國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
天下午，與會各經濟體領導人圍繞
「地區貿易、投資和互聯互通的新動
力」議題進行討論。習近平指出，過
去一個時期，亞太經濟體保持平穩較
快增長，為世界經濟復甦提供了穩定
動力。有兩點至關重要。一是亞太始
終悉心維護開放的發展大環境，為貿
易和投資活動創造有利條件。二是亞
太果斷開闢了互聯互通合作新領域，
釋放出增長的巨大潛能。我們要堅定
合作信念，維護自由開放的貿易和投
資，共同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
落實互聯互通藍圖，為世界經濟不斷

注入正能量。
各經濟體領導人表示，當前，世

界經濟呈現復甦回暖勢頭，但風險
挑戰猶存。亞太經濟體要推進結構
性改革，實現創新增長，抓住互聯
網和數字經濟機遇，處理好科技和
就業關係，繼續發揮亞太區域合作
的引擎作用，引領世界經濟持續增
長。要推動互聯互通建設，推進亞太
自由貿易區進程，推動區域經濟一體
化。各方重申支持貿易和投資自由化
便利化，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包
容發展，使各方均能從經濟全球化進
程中受益。

亞太平穩增長 重在互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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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貿促會和中國國際
商會昨日介紹，此次應邀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PEC）峴
港會議的中國企業超過300家。與會中企借助APEC這一
平台展示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開拓海外市場。
中科電力裝備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小飛表示，中企

「走出去」是將「中國製造」轉變為「中國智造」的重
要途徑。中企憑藉自身優勢能夠為全球各產業發展提供
獨特解決方案。
康力電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友林說，中國電梯產

品已經打破了國際知名品牌的壟斷地位，在拉美、歐洲
等市場闖出一片天地。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只有繼續
堅持產業分工、補齊自身短板，才能在全球競爭中獲得
更大利益。
綠色健康行業代表金天國際董事局主席祖明軍表示，

隨着亞太地區居民生活水準提升，本地區對養生的需求
迅速增長，這給中企帶來很大潛在商機。金天國際將在
全球推廣中醫生態養生創新技術和方式，為亞太及其他
地區人民的健康服務。
全球互通交流中心秘書長殷劉兵說，參加此次APEC

會議的中企涉及電力、農業、房地產和旅遊等領域。這
些企業不僅希望借助APEC和世界先進企業交流與合
作，還希望為各經濟體面臨的發展問題提供可借鑒的中
國方案。
中企展示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贏得了與會海外企業

家的稱讚。越南富潤珠寶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黎智通
說，「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偉大構想，越南企業希望乘
此東風在亞太地區獲得更多商機。
澳大利亞卡爾頓啤酒廠法務部主管克雷格．卡特伯格

說，隨着中國經濟和居民收入迅速增長，中國將在更多
消費領域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中國探索移動互聯網、
人工智能條件下的新經濟模式，為世界經濟未來發展展
示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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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昨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導人非正式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圖為習近平同其他亞太經合圖為習近平同其他亞太經合
組織成員經濟體領導人組織成員經濟體領導人、、代表走入會場代表走入會場。。 法新社法新社

■■昨日昨日，，亞太經合亞太經合
組織第二十五次領組織第二十五次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在導人非正式會議在
越南峴港舉行越南峴港舉行。。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家主席習近平出席
並發表重要講話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昨日昨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家主席習近平
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
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
間間，，同其他亞太經合組織同其他亞太經合組織
成員經濟體領導人成員經濟體領導人、、代表代表
合影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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