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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尼拉 11 月 12 日电（记者杨
柯 黎藜）当地时间 11 月 12 日下午，应
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抵达马尼拉，出席
12 日至 14 日在这里举行的第 20 次中国－
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 20 次东盟与中
日韩（ 10+3）领导人会议和第 12 届东亚峰
会，并在与会后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

菲律宾外交部长卡耶塔诺等政府高级官
员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鉴华、驻东盟大使
徐步等到机场迎接。

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东盟成立 50 周
年、 10+3 合作启动 20 周年。当前本地区
保持稳定、合作、发展，在乍暖还寒的全球
经济中是稳定增长极，也给复杂多变的世界
形势注入稳定力量。中方愿同各方在东盟发

展的新起点上规划未来，团结合作，打造更
紧密的周边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李克强指出，当前中菲关系保持健康稳
定发展态势，符合两国和地区人民的共同利
益与期待。我愿同菲方领导人就进一步巩固
友好交换意见，在双方发展需求契合的领域
深化合作，为中菲长期睦邻友好夯实基础。

出席会议期间，李克强将同东盟国家领

导人共同庆祝东盟成立 50 周年，出席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并同与
会部分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访问菲律宾期间，李克强将同杜特尔特
总统举行会谈、见证双方合作文件签署、共
见记者并出席双边合作项目奠基和开工仪
式。李克强还将会见菲参议长皮门特尔和众
议长阿尔瓦雷斯等政要。

□新华社记者 曹筱凡

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召开在即。今
年恰逢东盟成立５０周年、东盟与中日韩
（１０＋３）合作机制成立２０周年，会议行
将出台的新构想、新方案令人期待。

中国东盟合作多线并进，在贸易融通、
产业对接和区域合作等方面不断开拓，携手
谱写共同发展与繁荣的新篇章。

经贸合作稳步增长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合作不断
深化。中国已连续八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
伙伴，东盟连续六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
伴。今年１月至７月，中国东盟贸易额同比
增长１４．５％ ，高于中国整体贸易增速。

观察人士认为，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升级谈判完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进一
步加快，有望实现到２０２０年中国与东盟贸
易额达到１万亿美元、新增双向投资１５００
亿美元的目标。

与此同时，不少国家切实体会到中国消
费市场的崛起和升级。逐年猛增的中国居民
出境游人数让东盟各国分享到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目前中国已成为泰国、越南、印度尼
西亚、柬埔寨的最大旅游客源国，新加坡的
第二大旅游客源国。中国对东盟游客的吸引
力也在持续上升，在中国主要客源国的前
１５位中，有６个是东盟国家。

据统计，２０１６年，柬老缅越泰５个东
盟成员国接待的中国游客数量为１３００万人
次，比２０１５年增长１７％ 。其中，中国大陆
游客在泰国总共消费４３９２亿泰铢（约合
１３２．５ 亿 美 元 ） ， 比 ２０１５ 年 增 长
１５．３４％ ；中国游客在印尼人均消费超过
１１００美元。中国人快速提升的购买力，已
经成为东盟各国市场无比重视的强劲力量。

产能合作拾级而上

天下事未尝不败于专而成于共。多年
来，中国坚定支持区域内互联互通建设，不
断深化产能合作，促进共赢发展。

目前，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中马“两国
双园”、中缅油气管道、印尼雅万高铁、中
老铁路等重大项目已成功开展合作。根据商
务部数据，截至今年５月底，中国企业累计

在东盟国家签订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合同达
到２９６２．７亿美元。目前还有一大批公路、
铁路、港口、航空、电力、桥梁等项目正在
实施。

与此同时，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
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的
顺利运行，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的产能合
作拾级而上。观察人士认为，无论是《东盟
互联互通总体规划２０２５》、印尼全球海洋
支点战略，还是越南“两廊一圈”规划等，
都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工
业转型升级等领域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
找到大量契合点与广阔对接空间，共同促进
区域发展与繁荣。

中共十九大报告就“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作出新部署，明确了到２０３５年中国
“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等具体目标。创新
驱动的新经济已经在中国蓬勃发展，中国的
产能输出正稳步迈向高端产业。

从中国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云计算平台阿
里云为东盟地区提供云端解决方案和人工智
能服务，到武汉光谷北斗为泰国灾害防治、
海上交通、智慧城市等领域提供服务，中国
与东盟区域内科技创新合作持续升温，中国
经济转型孕育的新兴行业为区域内产能合作
开辟出更具潜力的新天地。

区域合作普惠地区发展

东盟成立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和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一支
代表性力量。在世界秩序进入深刻调整期的
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各国只有加强合作，才
能为本地区发展注入活力，实现整个区域的
共赢发展。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
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倡导主动参
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
开放型经济。

在用“一带一路”等公共产品为区域发展
谋划的同时，中国也积极支持和参与“１０＋
３”合作，围绕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建设、减
贫合作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倡议。

对此，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副院长索帕认
为，中国已成为主要的区域开发伙伴和官方
援助提供者，中国正在发挥、并将持续发挥重
要作用。砖连砖成墙，瓦连瓦成房。中国与东
盟国家相互依存，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和责
任共同体。作为区域内的经济大国，中国抓
住历史机遇，在创新中不断探索、实践，携
手东盟国家向着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的新未
来迈进。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１２日电）

李克强抵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
系列会议并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东盟携手共谱繁荣新篇章

■财经观察

□新华社记者 章建华

应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本扬邀请，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老挝进行国
事访问。当前，中老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
期。关于两国关系，你需要知道以下几件事。

志同道合的友好邻邦

老挝北接中国，两国山水相连，友好交
往源远流长。

中老建交５６年来，在两党两国高层引
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密切配合，给
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老两国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共

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面对当前复杂多
变的地区和国际形势，双方坚持“长期稳
定、睦邻友好、彼此信赖、全面合作”的十
六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
伙伴”的四好精神，巩固政治互信、扩大互
利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使
中老关系不断推向新高度。

“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

近年来，老挝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按老方描述，“一带一路”建设在老取
得了“惊天动地”的成果。

“惊天”——— 老挝有史以来的第一颗卫
星“老挝一号”通信卫星项目于２０１２年底
正式启动，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的
中国亚太移动通信卫星有限责任公司总承
包。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１日，“老挝一号”卫

星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送上太空。

“动地”——— 北起中老边境磨憨—磨丁
口岸、南至万象的中老铁路，全长４００多公
里，设计时速１６０公里，总投资近４００亿元
人民币，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
设备。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老铁路开工奠基，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全线开工。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契合了老
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的战略。近年
来，两国间公路更宽阔，运输更可靠；澜沧
江－湄公河水运更安全、更频繁；两国间的
空中航线一年比一年多，现在每周约７０个
航班往返；中资公司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老挝
公路、机场和码头等设施的建设中。

中国印记“触手可及”

在老挝，中国印记随处可见，老中关系
可以“触摸得到、感受得着”。

中国电建水电十局承建的南累克水电站
和中国援建老挝的万荣水泥厂，分别被印在
２万基普（约合１６元人民币）和５０００基普
的老挝纸币上。

老挝政府将打造东南亚“蓄电池”作为
其经济发展的重点。近年来，随着地区经济
快速发展，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的
电力需求激增，电力输出成为老挝外汇主要
来源之一。

中国企业为老挝电力建设发挥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从老挝最北的丰沙里省到最南的
占巴塞省，都有中国工程师在水电站建设项
目现场忙碌的身影。中国企业还积极参与老
挝输变电线路和火电站建设项目，参与研究
开发包括太阳能、风能等在内的其他能源项
目。 （新华社万象１１月１２日电）

关于中老关系，你需要知道的几件事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2 日电（记者刘羊旸）记者从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获悉， 12 日，随着最后一道焊口
完成焊接，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 941 . 8 公里管道全线
贯通，具备了进油条件。

据介绍， 2018 年 1 月 1 日，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
将正式投产，届时，从东北输油管道进口的俄罗斯原油将
由现在的每年 1500 万吨增加到 3000 万吨。

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由中国石油管道公司建设和管
理。管道起点位于黑龙江省漠河县漠河输油站，途经黑龙
江、内蒙古两省区，终点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林源输油
站。工程于 2016 年 8 月正式开工建设。管道公司紧密结
合现场实际，在进度、质量等方面推行科学管理方法，为
高寒地区长输油气管道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

全线贯通

据新华社香港１１月１２日电（丁梓懿 李雯迪）中国
与全球化智库（简称 ＣＣＧ ）香港委员会成立仪式１２日
在香港举行。该委员会旨在集合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力量，
推动粤港澳三地深度融合，加强政府、企业、金融等方面
交流合作，助推香港及中国经济新增长。

当日，４０余位内地及香港政商界人士出席了活动。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发来贺信。他表示， ＣＣＧ 香港
委员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交流平台、团结凝聚作用，积
极为香港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建言献策，助力香港在“一
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战略
中发挥独特作用。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仪式上致辞表示，香港具有
高度国际化、高度开放、秩序完全及流通、研究成果具有
较大国际影响力等优势， ＣＣＧ 香港委员会的成立应运
而生，可发挥智库研究优势，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超级联
系人”的角色，促进内地城市和国际社会的连接。

ＣＣＧ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致辞
表示， ＣＣＧ 香港委员会的成立将更多地发挥国际化智
库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 ＣＣＧ 在国
际化之路上发挥智库影响力。

ＣＣＧ 香港委员会主席、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张懿宸表示， ＣＣＧ 香港委员会是政、产、学、
研、媒多方位复合的平台，将加强粤港澳及海内外思想交
流，形成共识，从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为香港
发挥国际化金融中心的优势提供独特见解。

在启动典礼上，大会就委员会启动的背景和工作内容
作了介绍。 ＣＣＧ 理事长王辉耀表示，国际化的香港需
要国际化的智库支撑， ＣＣＧ 香港委员会的成立将发挥
香港在全球化与中国崛起中的独特作用，扩大内地与香港
的合作，开创全球化时代下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香港委员会成立
力推粤港澳三地深度融合

新闻
背景

据新华社天津１１月１２日电（记者周润健）国家互联
网应急中心近日通过自主监测和样本交换形式共发现７３
个窃取用户个人信息的恶意程序变种，感染用户近３万
个。该类病毒通过短信进行传播会私自窃取用户短信和通
讯录，对用户信息安全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

恶意程序目前已攻击影响了黑龙江、江苏、安徽、内
蒙古、山东、浙江等地用户的手机，其中黑龙江感染用户
数量最多，达２１２８４人。另外，多个企业邮箱的账户也遭
受到此次恶意程序的攻击。

根据腾讯手机管家查杀病毒记录显示，恶意软件打着
查询信息、查看文件等的旗号，伪装成正规软件进行传
播，存在窃取信息及支付风险。其中，伪装成查询成绩单类
正 规 软 件 的 恶 意 软 件 中 包 含

“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ｅｍｉａｌ.ｄ”木马病毒，该病毒启
动会拦截用户短信，并将短信转发给指定号码，泄露用户短
信中的账户或密码，可能会给手机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曝光７０余个恶意程序
多潜藏在诈骗短信中

（上接第一版）两国各自建设事业和双边关
系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双方要以两
党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出发，弘扬风雨同舟的优良传统，不断开创
中越关系新局面，在前进道路上和衷共济、
共谋发展。

习近平对越南实施革新开放 30 多年来
各项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祝贺。习近平
强调，相信在以阮富仲总书记为首的越共中
央坚强领导下，兄弟的越南人民一定能够开
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美好的未来。

阮富仲衷心祝贺中共十九大取得圆满成
功，祝贺习近平同志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
记、并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阮
富仲表示，越方感谢中方对越南民族解放和
国家发展给予的巨大帮助，支持中国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越方高度评价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对本地区发展的积
极贡献，欢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主张，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视
野和大国担当。越方愿同中方一道，深化两
国传统友谊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
两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

习近平和阮富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越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
为中越两国是有着悠久友好传统的邻国，都
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相
同、发展道路相近，前途相关、命运与共。
双方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为各自国家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注入新活力，推动中越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
献。

双方同意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优良传
统，相互坚定奉行友好政策，加强战略沟
通，增进政治互信，妥善处理分歧，引领中
越关系正确方向。深化党际交往，发挥中越
关系独特优势，密切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充分发挥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作
用，加强外交、国防、公安、安全等各部门
各层级交流合作。

双方同意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和
“两廊一圈”合作文件，促进地区经济联系
和互联互通，推动经贸、产能、投资、基础
设施建设、货币金融等领域合作不断取得务
实进展，稳步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加
强农业、环境、科技、交通运输等领域合
作。

双方同意扩大文化、教育、媒体、卫
生、青年、地方、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河
内中国文化中心、越中友谊宫尽早投入使
用，办好民间交往活动，夯实中越友好民意
基础。

双方同意按照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
要共识，妥善处理海上问题，稳步推进包括
共同开发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海上合作，共同
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双方同意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
织、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中国-东
盟、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国际和地区框架
内的配合。中方祝贺越方成功主办亚太经合
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包
括越南在内的各方一道，为推动亚太区域经
济一体化、促进地区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
献。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共建
“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备忘录以
及产能、能源、跨境经济合作区、电子商
务、人力资源、经贸、金融、文化、卫生、
新闻、社会科学、边防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
署。

会谈前，阮富仲在主席府广场举行盛大

欢迎仪式。广场外簇拥着身着民族服装迎候
习近平的当地民众。习近平乘车抵达时，越
南少年儿童挥舞着中越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
近平到来。阮富仲在停车处迎接，越南儿童
向习近平献上鲜花。习近平同阮富仲登上检
阅台。军乐队奏中越两国国歌，鸣 21 响礼
炮。习近平在阮富仲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全
体仪仗队员用越南语高呼“祝总书记身体健
康”。习近平同越方陪同人员握手，阮富仲
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和阮富仲返回
检阅台，观看分列式。两国领导人前往越共
中央驻地时，越南青年抛撒花瓣欢迎。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出席上述活
动。越南方面出席的有：越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检查委员会
主任陈国旺，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范明政，越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部长范平
明，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宣教部部长武文赏，越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防部部长吴春历，越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公安部部长苏林，越共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阮文年及越南政府有
关部门负责人。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

双方一致同意和衷共济、共谋发展
不断开创中越关系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