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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抵匈 聯歐亞促「帶路」合作
出席16+1領導人圓桌會議 料簽多份產業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應匈牙利總理歐爾

班邀請，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於當地時間11月26日

下午乘專機抵達布達佩斯

李斯特國際機場。李克強

將出席第六次中國－中東

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並對匈牙利進行正式訪問。

李克強訪歐日程

11月26日至11月29日*

匈牙利布達佩斯
■出席在匈牙利舉行的第六次中國－中東

歐國家領導人會晤。

■訪問匈牙利時會見匈總統阿戴爾和國會

主席克韋爾，將同匈方領導人就雙邊關

係、「一帶一路」建設、中國－中東歐國

家合作、中歐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

地區熱點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雙方還計劃

簽署涉及戰略對接、經貿、電子商務、金

融、產能等領域多個政府間和商業合作協

議。

11月30日至12月1日*

俄羅斯索契
■出席在俄羅斯索契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

成員國政府首腦（總理）理事會第十六次

會議。與會期間，將出席小範圍會談、大

範圍會談、集體合影、簽字儀式等活動，

還將與有關國家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見。

資料來源：中新社

*註：日期為到訪當地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對匈牙利進
行正式訪問並出席第六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
人會晤前夕，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日在《匈
牙利時報》發表題為《推動「16+1合作」和中匈
關係邁上新台階》的署名文章。文中，李克強從
政治互信、經濟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對「16+
1」合作機制的發展作出回顧。他指出，5年來，
「16+1合作」局面漸次打開，機制日趨完善，各
領域合作取得長足進展，「共建、共創、共享」
的合作理念深入人心。
在文中，李克強對此次會晤進行展望，他表

示，會晤期間他將同中東歐各國領導人一道，圍
繞「深化經貿金融合作，促進互利共贏發展」的
主題，總結5年來的成功經驗，規劃未來發展藍
圖。「我們將從共建『一帶一路』中尋找新動
力，深化互聯互通、產能等領域合作，推動
『16+1合作』行穩致遠。」

撐歐洲一體化 樂見繁榮歐盟
關於中歐關係，李克強文中指出，中國始終支

持歐洲一體化進程，樂見一個繁榮穩定的歐盟。

我們將從中歐關係中挖掘新潛力，堅持在中歐合
作的整體框架下推進「16+1合作」，為促進歐洲
一體化發揮積極作用。李克強此次訪匈，是中匈
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以來中國領導人首次訪
匈，也是對匈總理歐爾班今年5月訪華的回訪。
李克強在文中指出，中方「一帶一路」重大倡

議和匈方「向東開放」政策進行了戰略對接，開
創了中國同歐洲國家商簽共建「一帶一路」政府
間合作文件的先河。在「一帶一路」和「16+1合
作」等新平台的帶動下，中匈經貿合作步入快車
道，雙邊貿易額連創新高。日益深化和拓展的中
匈務實合作正在更多地惠及兩國民眾。「中匈雙
方都認為，中匈雙邊關係進入了歷史最好時
期。」
文章最後，李克強表示，不久前召開的中共十

九大制定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宏偉藍圖和行動綱
領。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富強的中國，必將給包
括匈牙利在內的各國帶來更多更大的機遇。「讓
我們繼續秉持開拓創新、互利共贏的精神，共同
書寫中匈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新篇章，共同繪就
『16+1合作』新藍圖。」

行前在匈媒發文
讚「16+1」趨完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
院昨日在北京發佈《中國宏觀經濟分析
與預測（2017-2018）》報告稱，預計
2017年GDP實際增速為6.8%，較去年反

彈了0.1個百分點。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
將保持相對平穩的發展態勢，GDP實際
增速料為 6.7%。值得關注的是價格指
標，預計CPI會有明顯上揚，2018年全
年料漲2.3%，這與成本傳遞密切相關。
報告還指出，明年中國宏觀經濟存在創
新項目「爛尾」問題、三四線房地產泡
沫隱憂等六大風險。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國家發展與戰

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在「中國宏觀
經濟論壇（2017-2018）」上作主報告時
稱，名義GDP增速達到11%，較2016年
大幅提升了3.1個百分點，經濟的改善超
越市場預期。

料明年保持平穩發展態勢
報告預計，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將保

持相對平穩的發展態勢，2018年GDP實

際增速為6.7%，但由於GDP平減指數下
降為 3.7%， 2018 年 GDP 名義增速為
10.4%，較2017年下滑了0.6個百分點。
隨着大宗商品價格的回升、工業生產成
本的傳導以及高基數效應，PPI漲幅略有
縮小，而CPI漲幅擴大， CPI與PPI缺口
縮小，預計全年CPI上漲2.3%，PPI上漲
4.6%，GDP平減指數為3.7%。
劉元春表示，未來一段時期的中國經

濟新常態將面臨與過去5年不同的新環
境、新問題和新矛盾。經濟增速將從
「快速下滑的低迷期」轉向「穩中趨緩
的調整期」，增速換擋的力量將從「趨
勢性力量」與「周期性力量」的疊加轉
向「政策性退出」與「趨勢性力量」的
疊加。結構調整將從「政府主導型」和
「外部衝擊型」調整向市場主導型和內
生主導型的結構調整轉變。

調控目標應轉向「促改革」
同時，動力轉換將從過去的「政府扶持

與市場發展」二元並行的局面過渡到「市
場為主、政府為輔」階段，動能轉換步入
關鍵期。經濟政策則將「持續擴張期」步
入到「漸進退出期」。另外，鑒於中國穩
增長取得階段性勝利、中國經濟的韌性已
經得到了大幅度提升，2018年的中國宏觀
經濟調控目標的核心應從「穩增長」適度
轉向「控風險」基礎上的「促改革」。
報告還指出了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的6

大風險點分別為：民間投資復甦不穩、
地方債務隱性化、創新項目「爛尾」問
題、三四線房地產泡沫隱憂、政策收緊
下的利率上行壓力、金融下行期的監管
平衡問題。其中，創新項目「爛尾」問
題尤其需要關注。

人民大學報告：內地經濟改善超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日前，「2017南沙文化藝術季」開幕
式暨「藝術南沙」文化保稅產業項目啟
動。開幕式現場舉行了三場簽約，標誌着
「藝術南沙」品牌發佈，「藝術南沙」文
化保稅產業項目正式落地。據悉，這將是
華南地區首個全鏈條的文化保稅產業項
目，也是華南地區首個引入大數據的藝術
品保稅項目，完善了廣州文化保稅產業發
展體系。

簽三協議確保項目落地
在南沙區委宣傳部和區文廣新局相關負
責人的共同見證下，廣州大灣區保稅有限
公司分別與保利電商港、中國貿促會貿易

推廣交流中心、中國G7創意設計聯盟簽署
了三項戰略合作協議，從藝術品保稅倉建
設、保稅貿易平台搭建、優質藝術資源共
享等三個方面確保「藝術南沙」文化保稅
產業真正落地。
據了解，「藝術南沙」文化保稅產業項

目的ANS保稅倉落地廣州保利電商港，將
建成華南地區唯一的專業藝術品保稅倉
庫。ANS保稅倉庫將按照國際標準UL安
防與消防標準進行設計與建造，儲藏環境
參照GRASP藝術品儲藏風險評估標準進行
設計與建造，節能環保按照國家綠色建築
二星標準及美國LEED金/銀獎認證標準進
行設計與建造。ANS藝術品保稅倉庫還將
搭建藝術品存儲網上管理平台。

助南沙成地區新增長點
「藝術南沙」文化保稅產業項目通過與

中國貿促會貿易推廣交流中心合作，將項
目的貿易平台植入中心平台，完成海關報
關、清關、貨品入倉、管理和貿易進出
口、資金結算等多種功能。在文化藝術領
域，「中國G7創意設計聯盟」將實現聯盟
內各省市藝術家及設計師協會的資源與
「藝術南沙」對接共享，協助南沙打造文
化藝術平台。
專家分析認為，南沙作為廣東省面積最

大的自貿試驗區，在承擔「國際文化樞
紐」建設中，具有先天戰略優勢。「藝術
南沙」文化保稅產業項目的落地，完善了

廣州文化保稅產業發展體系，對更好地把
先進文化引進來，讓本土文化走出去，助
力南沙在廣州建設國際文化樞紐中發揮更
大作用，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
對提升南沙城市整體形象等方面將起到極
大的促進作用。

「藝術南沙」啟動 完善穗文化保稅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正在執行
遠航實習出訪任務的中國海軍戚繼光艦當
地時間26日上午抵達泰國梭桃邑，開始對
泰國進行為期4天的友好訪問，這是戚繼光
艦此次訪問的最後一站。戚繼光艦是中國
自行設計建造的最新型訓練艦，該艦於9月
17日搭載549名海軍學員和官兵，從遼寧大
連某軍港解纜啟航，執行遠航實習並訪問
葡萄牙、意大利、斯里蘭卡、泰國。
當日上午10時許，戚繼光艦緩緩停靠泰

國梭桃邑軍港。中國駐泰國大使館武官張
力、使館工作人員、華僑華人和羅勇光華
學校師生代表，以及泰國皇家海軍梭桃邑
基地朱薩梅港口主任納魯蓬少將、泰海軍
代表等，共約600人到碼頭迎接。

學員代表將進行2天駐訓
此次訪問期間，出訪指揮員嚴正明少將
將拜會泰國皇家海軍艦隊司令阮撒瑞特．
賽塔雅努庫上將、梭桃邑基地司令蘇提克
．薩基姆洪中將、海軍學院院長查特柴．
保德黑派克中將，並進行友好交流。同
時，出訪指揮員還將赴泰國皇家海軍學院
和「納來頌恩」號護衛艦參觀。
訪問期間，中泰海軍官兵將開展互訪艦
艇、座談交流、體育友誼賽、甲板招待會
等活動。出訪官兵將前往羅勇光華學校、
羅勇中國工業園等地參觀交流。戚繼光艦
出訪學員代表還將赴泰國皇家海軍學院進
行為期2天的駐訓。

戚繼光艦抵泰
啟4天訪問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率內閣部
長到機場迎接。李克強走

下舷梯，兩國總理親切握手寒
暄，熱情問候。禮兵在紅地毯
兩側列隊，匈中雙語學校的小
學生獻上鮮花表達歡迎之情。
中國駐匈牙利大使段潔龍等也
到機場迎接。

「16+1合作」利歐洲一體化
李克強表示，今年適逢中
國－中東歐國家「16+1合作」
開展五周年。五年來，「16+1
合作」從無到有，從小到大，
扎扎實實的項目與實實在在的
合作成果惠及雙方人民，「平
等協商、互利互惠、開放包
容、務實創新」的合作理念深
入人心。「16+1合作」作為中
歐合作的組成部分，不僅助力
了中東歐國家自身發展，也促
進了歐洲整體的平衡發展，有
利於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方願
同各方共同回顧五年來我們前
行的歷程，規劃未來的藍圖，
實現更大的進步。
李克強指出，中匈傳統友誼
深厚。1949 年新中國成立之
初，中匈兩國即建立了外交關
係。60多年來，兩國關係在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礎上，不
斷取得新的發展。我期待通過
此訪，同匈方共敘友誼，共商
合作，豐富中匈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內涵，讓中匈友好合作在
助力共同發展、造福民眾福祉
的道路上煥發新生機，邁上新
台階。
出席「16+1合作」領導人會
晤期間，李克強將同中東歐國

家領導人共同規劃未來合作綱
要，見證一批合作文件簽署、
會見記者、出席第七屆中國－
中東歐國家經貿論壇並共同慶
祝「16+1合作」成立五周年，
還將同與會中東歐國家領導人
舉行雙邊會見。
訪問匈牙利期間，李克強將同

歐爾班總理舉行會談，見證雙方
政治、經濟、金融、人文等領域
合作文件簽署並共見記者。李克
強還將會見匈牙利總統阿戴爾和
國會主席克韋爾等政要。

將出席上合總理會議
李克強此次訪匈，是中匈建

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以來中國
領導人首次訪匈，也是對匈總
理歐爾班今年5月訪華的回訪。
據中方介紹，11月30日至12月
1日，李克強還將出席在俄羅斯
索契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國政府首腦（總理）理事會第
十六次會議。與會期間，李克
強將出席小範圍會談、大範圍
會談、集體合影、簽字儀式等
活動，還將與有關國家領導人
舉行雙邊會見。這是今年6月上
合組織阿斯塔納峰會吸收印度
和巴基斯坦成為正式成員、中
國接任上合組織輪值主席國後
召開的首次總理會。
據中方披露的消息，作為擴員

後首任輪值主席國，中方將同各
方一道，推動深化共建「一帶一
路」合作，在加強發展戰略對接、
互聯互通、產能合作以及人文交
流等方面達成新共識。會議將按
慣例簽署並發表《聯合公報》，
批准多項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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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繼光艦抵達泰國梭桃邑，開始對泰國
進行為期4天的友好訪問。 資料圖片

■「2017南沙文化藝術季」開幕式舉行了
三場簽約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 《 中 國 宏 觀 經 濟 分 析 與 預 測
（2017-2018）》報告預計2017年GDP
實際增速為6.8%。圖為河北一個汽車總裝
車間。 資料圖片

■■李克強抵達布達佩斯時李克強抵達布達佩斯時，，歐爾班歐爾班
率內閣部長到機場迎接率內閣部長到機場迎接，，並與李克並與李克
強熱情握手強熱情握手、、互致問候互致問候。。 美聯社美聯社

■分析人士指出，李克強此訪深耕中東歐，將
有力促進「一帶一路」合作。圖為今年6月一
名採購商在第六屆中國（波蘭）貿易博覽會上
挑選商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