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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新加坡11月12日电 当地
时间11月12日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新加坡总统府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
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新加坡是中国的友好近
邻和重要合作伙伴，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
放进程。双方政治互信巩固，务实合作成
果丰硕， 互为重要贸易投资伙伴。2015年
习近平主席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两国
确立了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中方愿同新方加强沟通协调，深化互利合
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李克强指出，中新优势互补，合作前

景广阔，潜力巨大。此访期间，双方达成
多项合作协议。 我们愿同新方继续深化
创新合作，加强金融、科技、企业等人才
培训。以签署“陆海新通道”谅解备忘录
为契机，陆海并进，推进双向互联互通。
广州知识城已上升为国家级双边合作项
目，双方要积极拓展智慧城市建设合作，
推动城市管理升级和人工智能发展，探
讨新的地方合作。 中新自贸协定顺利完
成升级谈判，希望双方抓住机遇，进一步
提升双向贸易投资水平。

李克强强调， 中国支持东亚经济一
体化进程， 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的中心

地位。 中方赞赏新加坡担任东盟轮值主
席国所作出的努力， 愿加强同东盟全方
位合作。本着相互尊重、互谅互让原则，
争取尽快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谈判，这对维护以世界贸
易组织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和经济全
球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方愿同地区国家
一道努力， 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COC）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

李显龙表示，新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双方在贸易、投资、科技、教育、文化各领域
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实现了互利共
赢。 新中自贸协定升级将为两国企业和人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向两国工商界发
出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的有力信号。 新方
高兴看到广州知识城升级为国家级双边合
作项目。新方愿同中方推进智慧城市合作，
积极探讨电子商务合作。打造好“陆海新通
道”，推进双方贸易、物流双向流通。作为东
盟轮值主席国，新方愿积极推动东盟-中国
关系发展，推进COC磋商进程。RCEP谈判
今年取得重要进展， 现在进入磋商最后阶
段，希望早日达成，共同发出维护多边主义
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
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李克强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会谈

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 � � �第33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
系列会议13日将在新加坡正式开幕。峰
会期间，东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将围绕“韧
性与创新”主题，探索在日益增加的全球
不确定因素及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冲击
下， 进一步推进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
设，谋求安全与发展。

在增进内部协作的同时， 东盟还将
与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等
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共商合作
大计。其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将庆
祝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5周年， 并着
手推动这一关系提质升级， 构建更为紧
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推进东盟一体化

推进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仍是
本届东盟峰会的核心议题。 东盟秘书长
林玉辉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介绍， 本届
峰会将检视东盟在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
方面取得的一系列进展，包括“东盟共同
体愿景2025”“东盟一体化倡议第三份工
作计划”“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

等文件的落实情况。
林玉辉介绍，今年以来，东盟进一步

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便捷化， 取消
了几乎全部货物贸易关税， 并正在敲定

“东盟服务贸易协定”。
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方面， 东盟

也有望取得重大进展。本届峰会期间，东
盟各国经济部长将签署“东盟电子商务
协定”，东盟经济共同体理事会会议则将
通过由今年8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批准
的“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文件。

林玉辉说， 东盟的下一步重点在于
全面实现“202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蓝
图”， 深化市场一体化和跨领域协作，共
同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等新兴议题。

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提
出“韧性”与“创新”两大关键词，意在加强东
盟各国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跨
境威胁等方面的韧性，推动各国共同利用科
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

维护多边合作机制

本届东盟峰会期间， 多场多边合作

领导人会议也将举行， 包括东盟与中日
韩（10＋3） 领导人会议、 中国-东盟
（10＋1）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等。

长期以来，东盟将10＋3合作机制视为
推动地区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力量，将东亚峰
会视作地区各国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实现
广泛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在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
头的背景下， 东盟各国将在此次系列会
议中重申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和对坚
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的承诺。

作为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切实
行动，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印度6个对话伙伴国正加
紧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谈判。

林玉辉对RCEP谈判在今年年底前
取得实质性成果表示乐观。“鉴于眼下全
球贸易的不确定因素，各方对完成RCEP
谈判的紧迫感增加， 因此谈判在各层面
均有所加强。”

中国驻东盟大使黄溪连近日接受新
华社采访时表示， 中国与东盟正共同发
挥引领作用，力推RCEP谈判在年内取得

实质进展。 这也是中国与东盟坚定维护
多边贸易体系、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
边主义的强有力行动。

加强中国-东盟合作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15周年， 即将在此次系列会议期间举
行的第21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也因
此别具意义。

黄溪连介绍，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建立15年来，双方关系充满正能量，共同开
创了很多“第一”，而今年这份清单还将进
一步拉长。双方已就“中国-东盟战略伙伴
关系2030年愿景”达成一致，将提交第21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并发表，由此
中国又将成为第一个与东盟就中长期关系
发展作出远景规划的对话伙伴国。

林玉辉表示，共同纪念中国-东盟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将为双方关系注入新
动力，而即将发表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
关系2030年愿景”将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
迈向新高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新华社新加坡11月12日电）

维护多边合作机制 提升对华合作水平
———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看点前瞻

国际观察

� � �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11月
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共建
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单行本，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
开放型世界经济》单行本出版

� � � �据新华社合肥11月12日电 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获悉，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大科学装
置EAST近期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等多项重大突破，
获得的实验参数接近未来聚变堆稳态运行模式所需要的物
理条件，朝着未来聚变堆实验运行迈出了关键一步。

EAST是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
究所自主研制的磁约束核聚变实验装置， 是世界上第一个
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 瞄准未来聚变能商用目标的关
键科学问题，近年来在高性能、稳态、长脉冲等离子体研究
方面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

继去年创造了101.2秒高约束模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
纪录后， 今年的EAST实验重点开展了高功率加热下堆芯
物理机制研究的系列实验。 通过优化稳态射频波等多种加
热技术在高参数条件下的耦合与电流驱动、 等离子体先进
控制等， 实现加热功率超过10兆瓦， 等离子体储能增加到
300千焦；在电子回旋与低杂波协同加热下，等离子体中心
电子温度达到1亿摄氏度。

该实验实现了高约束、高密度、高比压的完全非感应先
进稳态运行模式， 获得的归一化参数接近未来聚变堆稳态
运行模式所需要的物理条件， 为正在进行的中国聚变工程
实验堆（CFETR）工程和物理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
与科学支持。

我国“人造太阳”实现
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生态环境部、 自然资源部12日
在北京联合发布生态保护红线标识。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生态保护红线标识取自书法
和象形文字“山”的意向形，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
想。同时，鲜红的红线给人以警示，传达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安
全底线和生命线的本质。整个标识造型开放舒展、色彩鲜明，充
分展现了生态保护红线这一生态保护领域“中国名片”的风采。

“生态保护红线标识的揭晓，标志着生态保护红线有了自己
的‘商标’和‘形象大使’，生态保护红线工作已经由‘划定’逐步
转入勘界定标和制定配套政策的‘严守’阶段。”这位负责人说。

生态保护红线标识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