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將赴南太出席APEC會議 深化同島國合作

李克強盼明年完成RCEP談判
協定按世貿規則擬定 將覆蓋世界近半人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11月13

日上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新加坡講座」發

表《在開放融通中共創共享繁榮》的主旨演講並回答

現場提問。李克強強調，「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將覆蓋世界近一半人口和近三分之一

貿易量，是按照世貿組織規則達成自貿協定，有利於

地區國家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今年RCEP談判已取

得實質性進展。中方將採取互利、靈活的態度同各方

繼續推進談判。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在2019年結束

談判，達成全面、現代、高水平、互利的協定。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出席「新加坡講座」，副總理張志賢主
持。

李克強表示，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新加坡各界廣泛參與了
這一進程，並同中國實現了互利共贏。我此訪就是要同新方一道
總結經驗、凝聚共識、深化合作，推動中新關係邁上新台階。

解決自貿問題 不能另起爐灶
李克強指出，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錯綜複雜，不確定因素增
多。回顧二戰結束70多年來，世界和平總體得到維持，貧困人
口持續減少，這得益於多邊主義、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自
由貿易。當前形勢下，要堅定奉行多邊主義原則，堅持相互尊
重、互利合作、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堅持世界上的事情由
大家商量着辦，通過和平協商化解矛盾分歧。中方主張自由貿
易，也支持貿易的公正公平，自由是公平貿易的前提，而貿易如
果不公正不公平，也是不可能持續的。對全球化進程和自由貿易
出現的問題，應以發展的眼光去看待，以推進改革的方式去解
決，但不能違背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基本規則，更不能另起爐
灶。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是明確的，雖歷經風雨考驗，但只要攜
手努力，就一定能夠共克時艱。
李克強強調，我此次來新加坡還將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
議，進一步推動中國和東盟關係的發展。RCEP將覆蓋世界近一
半人口和近三分之一貿易量，是按照世貿組織規則達成自貿協
定，有利於地區國家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今年RCEP談判已取
得實質性進展。中方將採取互利、靈活的態度同各方繼續推進談
判。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在2019年結束談判，達成全面、現
代、高水平、互利的協定。東亞合作離不開和平穩定的環境。當
前南海局勢趨穩趨緩，中方願與東盟各國共同努力，全面有效落
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在協商一致基礎上，爭取未來3年完
成南海行為準則（COC）磋商，助力地區和平與發展。

歡迎東盟企業抓住改革機遇
李克強指出，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與鄰為
善、以鄰為伴，秉持親誠惠容理念推進同地區國家的關係。中國
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發展成就，是中國人民篳路藍縷、千辛
萬苦幹出來的。今後中國改革的力度只會越來越強、開放的大門
只會越開越大。歡迎新加坡及東盟各國企業抓住機遇，加大對華
投資力度。面向未來，中國願與新加坡攜手合作，推動共建「一
帶一路」，打造互聯互通、金融支撐、三方合作等平台，促進中
新、中國－東盟關係與合作持續向前發展，為促進亞洲與世界的
和平、穩定與繁榮作出新貢獻。
李克強還回答了現場嘉賓關於中新關係、創新合作、中美關
係、中國－東盟合作等提問。來自新加坡各界、外國駐新使節
500餘人對李克強演講多次報以熱烈掌聲。此次「新加坡講座」
由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主辦，「通商中國」協辦。中國國務
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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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11月15日至21日，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將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
第二十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對巴
布亞新幾內亞、汶萊和菲律賓進行國
事訪問並在巴新同建交太平洋島國領
導人會晤。中國外交部昨日透露，習
近平主席將在同建交太平洋島國領導
人會晤時發表重要講話，全面闡述中
國加強同島國關係的政策主張，宣佈
中國支持島國發展、深化同島國合作
的一系列重大舉措，描繪新時代雙方
關係發展藍圖。此外，中方還將推動
APEC會議發出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的積
極信號。

中國元首首訪巴新
11月15日至16日，習近平主席將對

巴新進行國事訪問，並在巴新同建交太
平洋島國領導人會晤。這是中國國家元
首首次訪問巴新，也是習近平主席時隔
四年再次同建交太平洋島國領導人會
晤。外交部副部長鄭澤光昨日在吹風會
上表示，中方對習近平主席此次南太之
行有三方面的展望與期待：一是深化中
國同巴新的友好合作；二是提升中國同
太平洋島國整體關係水平；三是促進發
展中國家長期合作。
據介紹，訪問期間，習近平主席將

同巴新領導人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

的國際地區深入交換意見，兩國領導
人將共同見證簽署多個合作文件。

擬發聲撐多邊貿易體制
11月17日至18日，習近平主席將出

席在巴新莫爾斯比港舉行的亞太經合
組織（APEC）第二十六次領導人非正
式會議。今年 APEC 會議的主題是
「把握包容性機遇，擁抱數字化未
來」。外交部部長助理張軍稱，與會
期間，習近平主席將出席工商領導人
峰會，並發表重要主旨演講，在領導
人非正式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出席
工作午宴、APEC領導人同工商理事會
代表的對話會。

他說，中方願同各方一道維護以規
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穩步推進
亞太自貿區建設，反對單邊主義和保
護主義，進一步促進貿易、投資自由
化、便利化。
商務部部長助理李成鋼透露，此次會

議有望取得以下成果：一是全方位推動
經貿互聯互通；二是深化區域經濟一體
化合作進程，推動亞太自貿區發展；三
是為 2020 年後合作願景貢獻經貿要
素。他說，中方將在本次會議中表明，
對制定2020年後合作願景的支持和持
續推進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
立場。此外，中方還將推動會議發出支
持多邊貿易體制的積極信號。

就南海問題發出更積極信息
張軍還透露，此次習近平主席訪問汶

萊和菲律賓期間，將會積極肯定各方共
同努力維護南海和平穩定，探討在海上
開展互利合作所取得的積極進展，中方
也願意同包括汶萊、菲律賓在內的東盟
各國繼續共同努力，建立完善海上聯絡
渠道，推動海上合作不斷取得新進展，
並且本着友好協商和建設性的態度，繼
續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積
極推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磋商機制，
共同把南海建設成為和平、友好、合作
之海。他說，相信習近平主席此訪會進
一步對外發出更加明確、積極的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33屆東盟
峰會當地時間13日在新加坡開幕，與會各國
領導人將以「韌性與創新」為主題，尋求在多
邊主義合作框架下進一步推進東盟一體化和共
同體建設。
今年東盟輪值主席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開

幕式上發表講話，強調維護和推進多邊主義合
作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國際秩序面臨轉捩點
他說，目前國際秩序正面臨轉捩點，現行

自由、開放和基於規則的多邊體系正承受壓
力，同時以恐怖主義和氣候變化為代表的傳
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也在逼近各國。
李顯龍說，世界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多邊

合作，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上述挑
戰。他呼籲東盟各國集中智慧與資源共同應對
挑戰，同時建立集體機制，並利用科技為未來
發展作好準備。
他表示，儘管面臨上述挑戰，東盟仍然能夠

利用以東盟為中心的多邊平台與其他國家和國
際組織合作。東盟也重申支持多邊貿易的承
諾，推動盡早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談判。
根據新加坡總理公署發表的聲明，與會東盟

各國領導人將在峰會期間檢視東盟圍繞增強地
區「韌性與創新」取得的一系列進展，並將討
論如何在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出現變化的背景
下推動東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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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俄羅斯總統普京當地時間13日首次造
訪新加坡。據新加坡公共電視台8頻道報道，普京當日
乘機抵達新加坡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東盟相關會議和
東亞峰會。這是普京首次造訪新加坡，也是其首次出席
東盟會議。此前，普京通常選擇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導
人非正式會議（APEC峰會）。而今年，俄羅斯總理梅
德韋傑夫已提前確認將於14日和15日出席在巴布亞新
幾內亞舉行的APEC峰會。
據新媒報道，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到機場迎接普

京，新加坡總統哈莉瑪．雅各布在總統府舉行歡迎儀
式。之後，普京將在訪問期間與雅各布和新加坡總理李
顯龍舉行會晤。哈莉瑪還將和普京共同主持俄羅斯文化
中心在新加坡的奠基儀式，並為普京舉行國宴。普京將
分別在14日和15日出席第三屆東盟－俄羅斯峰會和第
13屆東亞峰會。
公告指出，今年是新加坡與俄羅斯建交50周年，普

京的到訪再次肯定了新加坡與俄羅斯之間基礎廣泛且長
久的友誼。

普京首訪星洲出席東亞峰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正在新加坡參加

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的中國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當地時間13日參加
「新加坡講座」時，呼籲各國堅持多
邊主義原則，堅持相互尊重、大小國
家平等，通過對話談判來解決問題，
以洽商管控分歧。在中美貿易戰背景
下，李克強在新加坡的言論，被認為
是中國政府在積極尋求更多的全球化
支持者。在全球貿易格局中，東亞地
區佔有重要地位。中國、東盟、日本三
個經濟體的貿易數額位列全球前五，韓
國、新加坡等國也是以貿易立國，自
由貿易對其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王勤

對記者表示，東亞各國的出口市場主

要是美國，因此，美國政府的貿易保
護主義使得東亞地區主要經濟體深受
其害。

東亞難想像失中美市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和全球戰略研

究院研究員許利平認為，東亞各國意
識到現代產業分工的全球化，已令他
們難以在中美貿易戰中置身事外，貿
易戰殃及到了他們。東亞各國的共識
是，只有中美兩國和平共處，共同面
對、解決問題，才符合各方利益。
許利平從國際關係角度分析稱，東

亞國家一向在中美之間尋求戰略平
衡，但中國和美國都是東亞國家不可
或缺的，東亞國家不希望中美之間繼
續貿易戰，「失去任何一個市場對他
們來說都是不可想像的。」

新加坡作為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
議的東道國，在會議期間進一步加深
了與中國的合作。兩國日前簽署了一
份自由貿易協定升級議定書，將大幅
提高雙方貿易便利化水平。許利平認
為，中國和新加坡未來可能會更多地
在知識產權、科技、創新等方面加深
合作，這對於此區域其他國家間的自
貿談判，將起到很好的示範作用。

南海問題難改合作趨勢
王勤認為，南海問題可能未來還會

影響中國和周邊國家間的合作，但這
種影響只是短期的。
南海問題的解決在過去一段時間取

得了重大進展。此前，東盟10國和
中國已經就《南海行為準則》達成單
一磋商文本草案。李克強當地時間13

日表示，希望在3年內完成與東南亞
各國就《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但
外界擔心，南海問題所涉國家國內政
局的變化可能會影響到南海問題，並
將進一步影響到中國和東盟國家間的
合作。
許利平表示，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

的合作是基於雙方自身國家利益基礎
上的合作，南海問題只是中國和周邊
國家合作潮流中的「小浪花」，雙方
合作的大趨勢是不會改變的。
許利平分析，中國是東盟國家最大

的鄰居，無論喜歡與否，鄰居是搬不
走的。並且，中國和東盟國家，有悠
久歷史的文化交流，共通的對區域的
認同，高度互補的市場。這些條件決
定了中國和東盟國家未來的合作是堅
實的。

中國凝聚全球化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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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理 莫爾茲比港報道）「授人
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在
「百業待興」的巴新，中國
企業正傾力為當地育才，提
升人力資源水平。在APEC
領導人會議周開始前，華為
公司巴新分公司舉辦了一場
信息通訊技術人才計劃啟動
儀式，這項計劃將為巴新培
養自己的通訊技術專家，推
動巴新通訊技術和社會發
展。
華為海洋正在與巴新國

企部下屬公司數據公司共

同建設海底光纜，將巴新
國內島嶼通過海纜骨幹網相
連。巴新數據公司的總經理
保羅說，這條海纜的意義重
大。建成之後，將極大改善
巴新的通訊產業現狀，提高
國內的通信覆蓋率，同時為
巴新提供新的國際帶寬出
口。
在基建領域，中國港灣巴

新公司則資助了三名當地留
學生到中國河海大學進行土
木工程專業學習。該公司的
總經理王艷宇說，他們一貫
堅持本土化發展策略，積極

培養當地人才。中國港灣南
太區域管理中心副總經理馬
建華則稱，他們希望培養巴
新自己的土木工程專業人
才，幫助他們學習先進的工
程建設知識，鼓勵他們學成
回國為推動巴新本地建設和
發展貢獻力量。
已經在中國港灣巴新公司

工作了四年的瓦莉目前正在
中企從事市場營銷工作，她
說任職後接受的職業訓練，
包括製表技能和財務知識，
絕對是她人生迄今為止最大
的收穫之一。

鋪網絡育人才
中企撐巴新發展

■李克強在「新加坡講座」發表題為《在開放融通中共創共享繁
榮》的主旨演講。 中新社

■李克強於當地時間13日出席「新加坡講座」。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