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星簽議定書 升級自貿協定
首載「帶路」合作內容 李克強指合作共贏是必由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國商務部網站

消息，應新加坡共和國總理李顯龍邀請，中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2日開始對新加坡進行正式

訪問。在李克強和李顯龍共同見證下，商務部

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傅自應與新加坡貿

易與工業部部長陳振聲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新

加坡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升級議定書》（下稱《議

定書》），首次納入了「一帶一路」合作。李克

強指出，當前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抬頭、不穩

定不確定因素增加，合作共贏才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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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戰略契合 高層來往頻繁
��1�

昨日，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飛抵新加
坡進行正式訪問並

將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今年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
總理韓正訪問新加坡並共同主持中新雙
邊合作機制會議。本月初，國家副主席
王岐山訪問新加坡並出席2018年創新
經濟論壇。此外，今年8月和10月，國
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國務委員兼國
防部長魏鳳和亦分別訪問新加坡並出席
會議。
今年以來，中新兩國高層交往頻繁，

除了中國高層對新加坡的密集到訪，新
加坡李顯龍總理，張志賢、尚達曼副總
理及多位重要內閣部長今年也接踵訪
華，雙方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團組往

來。中新雙方頻繁的交往的背後，無不
折射出兩國間緊密的雙邊關係和彼此間
高度契合的相互需求。

新加坡積極建多邊機制
新加坡一直有「東盟大腦」美稱，其

對外政策上立足東盟，面向亞洲，既注
重發展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合
作關係，同時又奉行「大國平衡」，主
張在亞太建立美、中、日、印戰略平衡
格局。作為城市國家，新加坡特別懂得
借力打力，積極倡導和建立不少重要多
邊機制與平台，如亞歐會議、東亞－拉
美論壇、香格里拉論壇等，中國領導人
近期頻繁到訪目的之一就是出席國際或
地區會議。
新加坡是全球經濟金融中心、航運中

心、煉化中心，儘管近年全球經濟持續
低谷徘徊，但新加坡表現仍不俗。多年
來，中國一直保持新加坡第一大貿易夥
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
國地位，新加坡是中國最大外資來源
國。2015年習近平主席訪新，雙方確
立了「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夥伴關
係」。

李顯龍發文反保護主義
新加坡屬外貿驅動型經濟，外貿總額

約是GDP的四倍，所以一直對外突出
經濟外交，積極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
但當前，美國等少數大國開始颳起單邊
主義、保護主義的「逆風」，而新加坡
的繁榮顯然離不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
環境。今年4月，李顯龍總理在美國報

章發表署名文章，
力陳維護自由貿易
體系、反對保護主
義的主張。
而反觀中國，則

不斷進一步推出深
化改革、擴大開放
的新舉措。近年來，新加坡提出「打造
新的新加坡」和未來十年經濟發展戰
略。其中不少都與中國轉型升級和「一
帶一路」倡議不謀而合，未來雙方在智
慧城市、生命科學、人工智能、創新合
作，以及區域合作、多邊貿易體制，特
別是攜手開拓第三方市場、共建「一帶
一路」等諸多領域合作空間廣闊。從高
層引領到民間共識，相信未來中新合作
共贏將不斷開花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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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英國經濟
學人智庫當地時間12日發佈的全球調查報告
顯示，中國受訪者對國家未來最樂觀。
經濟學人智庫最新報告，通過對全球50個

國家的公民進行調查，剖析當今社會如何滿
足公民需求，公民如何看待國家進步以及這
種進步與公民理想的社會願景之間的關係。
調查發現，與經合組織國家相比，亞非新
興經濟體公民對國家治理更為滿意。中國、
印尼和越南七成以上的公民認為國家正在變
得更好，而美國、德國和意大利持這一看法
的公民分別為 38%、12%和 12%。其中
91.4%的中國受訪者認為中國將在未來10年
繼續進步，朝着建設更加美好的社會前進。

最關心醫療 不分國界
報告表明，許多發展中國家正在擁抱科技

實現發展，印度和中國在人工智能和數字化
等領域具備優勢，跨越式創新正在幫助非洲
人民克服基礎設施的制約。受訪者中，強烈
認同技術改變社會的比例在南非佔38%，泰
國和越南為32%，印尼是34%，而技術密集
型經濟體韓國、德國和加拿大分別只有
11%、6.9%和5.7%。
報告顯示，醫療是各國公民最關心的問

題，其次是社會保障、教育、公共秩序、交
通及環境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當地時間12日
在新加坡舉行的東盟商業與投資
峰會開幕式上，呼籲東盟國家擁
抱多邊主義，進一步加強開放和
融合。
李顯龍說，東盟10國共有超過6

億人口，已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
並有望在2030年成為世界第四大經
濟體。東盟經濟共同體擁有巨大的
經濟潛能，但能否充分發揮這一潛
能，將取決於東盟各成員國在全球
多邊主義遭受政治壓力的情況下，
能否團結起來朝着進一步加強開放
和融合的目標堅定邁進。

他指出，東盟正在推進一系列
倡議，進一步推動成員國之間的
貿易往來和投資流動，並減少貿
易壁壘，降低商業運作成本。
李顯龍說，「2025年東盟經濟

共同體藍圖」將有助於東盟深化
經濟融合、開拓經濟增長新前沿
並創造新的商機。
他還說，東盟國家過去的經濟
發展和繁榮，得益於各國之間的
經濟合作。未來各國仍應該進一
步強化經濟開放和融合，市場越
融合和開放，投資政策和商業環
境對外資越有吸引力，蛋糕就會
做得越大，各國就會受益越多。

李顯龍籲東盟成員加強開放融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德國

外長海科．馬斯昨日開始訪華。赴中國
前他表示，很多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離不
開中國的參與，因此與中國保持強大且
經得起考驗的對話渠道對德國具有戰略
意義。
馬斯表示，中國不只是德國在亞洲最
重要的貿易夥伴。德國將在2019年出
任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希望在
加強人道主義援助、應對氣候變化等問
題上發揮更大作用。在這些議題上，與
中國保持對話的重要性尤為突出。因
此，德中繼續開展戰略對話是一件好
事。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昨日在京會見

來華出席第四輪中德外交與安全戰略對
話的馬斯。
劉鶴表示，自 2014 年習近平主席訪
德確立中德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以來，
兩國高層交往密切，政治互信顯著增
強。希望雙方抓住機遇，不斷擴大各領
域互利共贏合作，推動完善國際經濟治
理，增進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福祉。
馬斯表示，德方高度重視發展對華關
係，讚賞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政
策，願與中方繼續深化雙邊務實合作，
共同維護全球多邊體制。
這是馬斯自今年3月擔任德國外長以

來首次訪華，他訪問期間，兩國外長將
舉行第四輪中德外交與安全戰略對話。

德外長：解全球問題離不開中國

這是李克強擔任國務院總理以來首次對
新加坡進行正式訪問。在與李顯龍的

會談中，李克強表示，新加坡是中國的友
好近鄰和重要合作夥伴，深度參與中國改
革開放進程。雙方政治互信鞏固，務實合
作成果豐碩，互為重要貿易投資夥伴。

雙方願推進南海準則磋商
2015年習近平主席對新加坡進行國事
訪問，兩國確立了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
夥伴關係。中方願同新方加強溝通協調，
深化互利合作，推動中新關係不斷邁上新

台階。
李克強強調，中國支持東亞經濟一體

化進程，支持東盟在區域合作的中心地
位。中方讚賞新加坡擔任東盟輪值主席
國所作出的努力，願加強同東盟全方位
合作。本着相互尊重、互諒互讓原則，
爭取盡快結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CEP）談判，這對維護以世
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自由貿易體制和經
濟全球化具有重要意義。中方願同地區
國家一道努力，加快推進「南海行為準
則」（COC）磋商，共同維護南海和平

與穩定。
李顯龍表示，新中關係發展勢頭良

好。雙方在貿易、投資、科技、教育、文
化各領域務實合作不斷取得新成果，實現
了互利共贏。新中自貿協定升級將為兩國
企業和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向兩國
工商界發出進一步擴大貿易投資的有力信
號。新方高興看到廣州知識城升級為國家
級雙邊合作項目，願同中方推進智慧城市
合作，積極探討電子商務合作。打造好
「陸海新通道」，推進雙方貿易、物流雙
向流通。作為東盟輪值主席國，新方願積
極推動東盟－中國關係發展，推進COC
磋商進程。RCEP談判今年取得重要進
展，現在進入磋商最後階段，希望早日達
成，共同發出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
積極信號。
雙方還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

深入交換了意見。會談後，兩國總理共
同見證雙方自貿協定升級、互聯互通、
金融、科技、環境、文化、海關等領域
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據介紹，此次《議定書》對原中新自

由貿易協定的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與
貿易便利化、貿易救濟、服務貿易、投
資、經濟合作等6個領域進行升級，還

新增電子商務、競爭政策和環境等3個
領域。《議定書》實現了全面、高水
平、互利共贏的談判目標，有助於促進
雙方深化有關領域務實合作，不斷增進
兩國企業和人民福祉。雙方在自由貿易
協定中首次納入「一帶一路」合作，強
調「一帶一路」倡議對於深化雙方全方
位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目標、建立和強
化互聯互通以及促進地區和平發展的重
要意義。《議定書》簽署後，雙方將履
行相關國內程序，使中國－新加坡自由
貿易區升級協定盡早生效實施。

李克強將晤東盟部分首腦
訪問新加坡期間，李克強還將會見哈

莉瑪總統、在「新加坡講壇」和「通商中
國」發表演講、同新加坡工商界及各界人
士廣泛交流、考察新加坡科技公司。
據報道，李克強此行並將出席第21
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第
21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
議和第 13屆東亞峰會。出席會議期
間，李克強將同東盟國家領導人出席第
二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領
導人會議，並同與會部分國家領導人舉
行雙邊會見。■■李克強在新加坡總統府與李顯龍舉行會談李克強在新加坡總統府與李顯龍舉行會談。。 新華社新華社

■■李克強李克強（（左左））應李顯龍邀請訪問新加坡應李顯龍邀請訪問新加坡。。 新華社新華社

■李克強（左二）與李顯龍（右二）共同見證《自由貿易
協定升級議定書》的簽署。 路透社

■經濟學人智庫調查顯示，中國受訪者對國
家未來最樂觀。 新華社

議定書部分內容
主要升級內容

海關與原產地規則領域

■雙方將呈現更高水平的貿易便利
化，降低企業的貿易成本

■簡化了部分化工產品的特定原產地
規則標準

服務貿易領域

■升級了包括速遞、環境、空運、法
律、建築、海運等原有自貿協定服
務貿易承諾，相互提升了服務貿易
自由化水平

投資領域

■相互給予准入後階段國民待遇和最
惠國待遇

■納入了全面的投資者與東道國間爭
端解決機制

服務業進一步開放
法律服務

■承諾允許已在上海自貿區設立代表
機構的新加坡律師事務所在上海自
貿區內與中國律師事務所聯營

建築服務

■承諾在上海自貿區、蘇州工業園
區、中新天津生態城、中新（重慶）
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內設立的
新加坡獨資建築企業可分別承攬位
於所在城市的中外聯合建設項目，
並免除此情況下對新加坡建築企業
在此類項目中的外資投資比例限制

海運服務

■允許符合條件的新加坡海運服務提
供者在上海自貿區、廣東自貿區、
福建自貿區、天津自貿區成立外商
獨資船舶管理公司

■允許在四個自貿區成立合資海運公
司，外資可以擁有多數股權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