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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10+3」會議提六點建議 聚焦開放型世界經濟

李克強：共建東亞經濟共同體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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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地時間 14 日
上午在菲律賓國際會議中心出席第
20 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

六點建議
第一，大力推進貿易自由化便利化，
逐步向單一市場邁進。
第二，擴大產能和投資合作，打造互
利共贏的產業鏈。

會議，東盟十國領導人以及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韓國總統文在寅共同

第三，加強基礎設施合作，構建互聯
互通網絡。

出席。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主持會
議。李克強在發言中表示，20 年來

第四，深化金融合作，維護地區金融
穩定。

10+3 合作機制不斷完善、合作領域
逐步拓展，成為亞洲地區架構最完

第五，加強可持續發展合作，打造均
衡包容普惠的地區發展格局。

善、成果最顯著的合作機制之一，
為促進東亞地區和平穩定、發展繁
榮作出了積極貢獻。中方期待本次

第六，擴大人文交流合作，凝聚共同
體意識。

會議進一步凝聚共識，傳遞堅定支

來源：新華社

持區域一體化、推動建設東亞經濟
共同體的積極信號，造福地區國家

中國將堅定維護
南海航行與飛越自由

人民，也為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注
入正能量。

李克強指出，東亞經濟共同體建設要秉持
「一個宗旨」，即促進地區經濟一體

化，實現融合發展和共同發展；堅持「兩個原
則」，即堅持東盟的中心地位，堅持協商一
致、開放包容、照顧各方舒適度的「東盟方
式」；推進「三個層面合作」，即以10+3合
作為主渠道，以東盟與中、日、韓三組10+1
合作為基礎，以中日韓、瀾滄江-湄公河、東
盟東部增長區等次區域合作為有益補充，使東
亞經濟共同體建設始終走在健康、穩定、可持
續的道路上。李克強就此提出六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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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海關合作 助力電商發展
第一，大力推進貿易自由化便利化，逐步
向單一市場邁進。各方應進一步擴大市場開
放，提高服務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水
平。加快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以更加積
極的姿態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
判。建立東亞大通關合作機制，加強海關合
作，為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第二，擴大產能和投資合作，打造互利共
贏的產業鏈。在擴大輕工、紡織、家電、建
材、冶金等傳統產業投資合作的同時，加快
推進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綠色經濟、共享
經濟等新興產業合作；拓展三方合作空間；
發揮好大型企業龍頭作用同時，發揮好中小
企業的配套協作作用，共建「10+3 中小企
業服務聯盟」。
第三，加強基礎設施合作，構建互聯互通
網絡。中方願將「一帶一路」倡議與東盟互
聯互通總體規劃更好對接，共同探討制定
「東亞互聯互通總體規劃」，推動陸上、海
上、天上、網上四位一體的聯通。
第四，深化金融合作，維護地區金融穩
定。共同推動構建地區金融合作體系，做好
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階段性評估並提高協議
的可用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建設地區金融
安全網，充分發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絲路基金、亞洲金融合作協會作用。
第五，加強可持續發展合作，打造均衡包
容普惠的地區發展格局。建設東亞經濟共同
體，應讓各方廣泛受益，特別是照顧好欠發
達國家、弱勢人群的關切。為維護地區糧食
安全，中方同泰方共同倡議本次領導人會議
發表《10+3 領導人關於糧食安全合作的聲
明》。中方願與 10+3 各國加強減貧經驗交
流，共同探討有東亞特色的減貧之路。
第六，擴大人文交流合作，凝聚共同體意識。
擴大人民之間的交往，推動文明互學互鑒，加深
相互了解、信任和友誼。進一步加強旅遊合作，
營造便捷、安全、舒適的旅行環境。

堅持對外開放 提供更多市場
李克強強調，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延續穩
中向好態勢，速度和效益相得益彰。我們將
堅持對外開放，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富強的中國，不僅會惠
及十幾億中國人民，也必將給包括東亞在內
的世界各國提供更多市場、增長、投資、合
作機遇。讓我們攜手並進，共同推進東亞經
濟共同體建設，共同開創 10+3 合作更具活
力的下一個20年！
與會領導人高度肯定 10+3 合作對促進地
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及成果，歡迎中方為
推動 10+3 合作提出的倡議；表示願以 10+3
合作 20 周年為新契機，着眼長遠規劃，推
進東亞經濟共同體建設，加強機制建設，提
升合作水平，擴大基礎設施、貿易投資、金
融、科技創新、人文等各領域合作，打造全
方位互聯互通，促進地區和平與繁榮。
會議通過成果文件《10+3 領導人關於糧
食安全合作的聲明》和《關於 10+3 合作 20
周年的馬尼拉宣言》。

中國東盟首發反腐聯合聲明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在
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 20 次中國-東盟
（10+1）領導人會議上，發表了《中國東盟全面加強反腐敗有效合作聯合聲
明》。這是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首次在
反腐敗領域發表聯合聲明，開啟了本地
區攜手治理腐敗的新篇章。

向國際社會表明懲腐決心
據了解，聯合聲明強調腐敗破壞公平
正義，挑戰法治，妨礙社會、文化、經
濟發展，已成為本地區面臨的共同危
害。聯合聲明就反腐敗務實合作達成多

項共識，主要包括各方同意切實增進反
腐敗執法合作，運用《聯合國反腐敗公
約》開展引渡、司法協助和腐敗資產追
回合作；加強在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
反腐敗工作組等多邊機制及各國間雙邊
條約下的協調與合作；鼓勵各方金融情
報機構分享與腐敗相關的反洗錢信息和
情報。各方一致認為，應增進經驗分享
和對話交流，加強反腐敗機構能力建
設，舉辦反腐敗研討班、對話和會議，
歡迎企業、媒體、研究機構和智庫等參
與反腐敗工作，探討如何有效打擊和消
除腐敗。

《中國-東盟全面加強反腐敗有效合作
聯合聲明》作為十九大後中國推動通過
的首個反腐敗國際合作文件，再次向國
際社會表明了中國堅定不移懲治腐敗的
決心和態度。
據統計，2014 年以來，中國共從 90
多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追 回 外 逃 人 員 3,453
名、追贓 95.1 億元，「百名紅通人員」
中已有 49 人落網，其中包括李華波在內
的 6 人是從東盟國家歸案。截至目前，
中國已同東盟國家簽署 4 個反腐敗諒解
備忘錄、6 個引渡條約、6 個刑事司法協
助條約。

藉東亞系列峰會 展多場雙邊外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在出席東亞系列峰會
時，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韓國總統
文在寅、柬埔寨首相洪森、新西蘭總
理阿德恩、越南總理阮春福等進行了
會見。

晤安倍：望與中方相向而行
在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李克強
表示，希望日方本着以史為鑒、面向未
來的精神，與中方相向而行，推動兩國
關係戰勝困難和挑戰，保持改善的勢
頭，取得新的發展。希望共同推動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和中
日韓自貿區談判。加強人文交流，特別
是企業界和青少年交流，為中日關係穩
定向好發展營造氛圍。
安倍晉三表示，日中經濟發展對雙方
互為機遇，兩國經濟互補性強，希望雙
方加強經濟對話，探索在「一帶一路」
框架下的互聯互通建設，拓展金融、環
保節能等領域合作，開展第三方市場合
作，推進高質量的日中韓合作和 RCEP
談判進程，增加文化和青少年交流，相
互支持對方辦好奧運會，進一步擴大互
利共贏的合作。

晤文在寅：對接發展戰略

一步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發
展。

在會見韓國總統文在寅時，李克強表
示，中韓日前就階段性處理「薩德」問
題達成一些共識。希望韓方繼續作出切
實努力，為中韓關係發展掃清障礙，確
保中韓關係沿着正確軌道平穩健康發
展。希望雙方對接發展戰略，推進經
貿、金融、製造業、環保等領域互利合
作。
文在寅表示，韓中關係站在了新的起
點上。韓方願同中方積極努力，重塑政
治互信，恢復經貿、人文等交流合作，
推動兩國關係早日回到正常發展軌道。

在會見新西蘭總理阿德恩時，李克強
表示，中新關係保持積極發展勢頭，長
期走在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關係的前
列。中方願同新方，進一步發揮互補優
勢，穩步推進雙邊自貿協定升級談判，
實現更高層次的互利共贏。
阿德恩表示，新方堅持一個中國政
策，願進一步密切對華合作，積極推進
雙邊自貿協定升級談判，推動兩國關係
不斷取得新發展。

晤洪森：加強各領域合作

晤阮春福：維護南海和平

在會見柬埔寨首相洪森時，李克強表
示，中柬是真誠的朋友。中方願同柬方
保持高層接觸，加強各領域務實合作，
促進人文交流，共同辦好明年兩國建交
60 周年慶祝活動，協助辦好明年在柬埔
寨舉行的第二次瀾湄合作領導人會議，
推動中柬關係好上加好，為地區穩定發
展作出貢獻。
洪森表示，柬方願加強兩國在治國理
政、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交流合作，進

在會見越南總理阮春福時，李克強表
示，習近平總書記、國家主席成功訪
越，中越關係邁上持續健康發展的新水
平。中方願繼續同東盟國家推進「南海
行為準則」磋商，使南海成為和平、友
誼、合作之海。
阮春福表示，越方高度評價中方與東
盟國家就「南海行為準則」框架達成一
致，願同中方一道推進海上合作，維護
南海和平穩定。

晤阿德恩：發揮互補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 14 日
下午舉行的第 12 屆東亞峰會上，中國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強調，寧靜的南海是各國
之福，南海起波瀾對誰都不利。中國是南
海最大沿岸國和南海航道的主要使用國，
比任何國家都希望南海和平穩定和航行自
由，將堅定維護南海航行與飛越自由。
李克強指出，在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努
力下，南海形勢已明顯降溫趨穩，呈現積
極發展態勢，有關各方回歸通過談判磋商
解決爭議的正軌，國家間關係持續改善。
13 日，我和東盟國家領導人共同宣佈啟
動「南海行為準則」下一步案文磋商。這
充分展現了地區國家通過對話協商妥處分
歧、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共同意願，也充
分展現了地區國家有信心、有智慧、有能
力妥善處理好南海問題，使南海成為和平
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
據悉，第 12 屆東亞峰會 14 日下午在菲
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與會各國領導人或
代表聚焦合作應對挑戰，並就關心的地區
和國際熱點問題交換意見。本屆東亞峰會
有來自東盟 10 國以及中國、日本、韓
國、印度、澳洲、新西蘭、俄羅斯和美國
的領導人或代表參加。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激發東亞合作潛力
東亞地區歷史悠

 /= 久，人口眾多，不同
民族、宗教和文化多

樣並存，經濟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大。改
善民生、發展經濟、加快區域一體化建設
向來是東亞各國的共同關切。今年是東盟
成立 50 周年和 10+3 合作啟動 20 周年。明
年是中國-東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15 周
年。在世界經濟復甦艱難曲折、保護主義
抬頭的背景下，如何激發內在潛力，為世
界經濟增長貢獻更強動力，是東亞區域合
作面臨的問題。
中國倡導的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回應了時代關
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繼承發揚了中
華文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念；
強調共建「一帶一路」，就是要將中國的
發展同沿線國家的發展對接，賦予古絲綢
之路以新的時代內涵。
中國建議制訂「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
係2030年願景」，將「2+7合作框架」升
級為「3+Ｘ合作框架」，構建以政治安
全、經貿、人文交流三大支柱為主線、多
領域合作為支撐的合作新框架，賦予中
國-東盟合作更多全球內涵，打造南南合
作新典範。中方願與東盟國家一道，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落實「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加強「一帶一
路」倡議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
2025》的對接，深化經貿、金融、基礎設
施、規制、人員等領域的全面合作。
同舟共濟，風雨兼程。東亞峰會國家在
世界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各國均
為中國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中國將與各
國一道，共同推動構建公正、合理、透明
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體系，建設開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維
護來之不易的世界經濟復甦勢頭，為促進
本地區經貿合作發展注入持續動力。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