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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新加坡11月14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1月14日上午在新
加坡会展中心出席第 21次中国-东盟
（10+1）领导人会议暨庆祝中国-东盟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东盟十国
领导人与会。李克强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共同主持会议。

李克强表示，过去15年，国际和地区
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亚洲国家保持了总
体和平稳定的良好局面，呈现出快速发展的
上升势头。15年来，中国-东盟关系也走过了
不平凡的历程，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合作，战略内涵不断丰富，开创了互利共赢
的新格局，促进了地区发展繁荣。我们建成并
升级了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贸易投
资水平不断得到提升。我们树立了妥处分歧
的典范，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DOC）， 保持了南海局势的稳定。“南海行为

准则”（COC）磋商取得重要进展，各方共同形
成了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并一致同意在2019
年内完成第一轮审读。中方愿同东盟国家共
同努力，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争取未来3年完
成“准则”磋商。希望域外国家尊重域内国家
的意愿。相信域内国家有智慧，共同维护南海
的和平稳定。

李克强强调， 中国同东盟始终坚持相
互尊重、求同存异，始终坚持开放合作、共
同发展，始终坚持相互包容、互学互鉴。中
方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 坚定支持东
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当前形势下，
中国和东盟应深化全面合作， 携手打造更
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 建设更为紧密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第一，加强战略规划。在《中国-东盟战
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指导下，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愿景2025》深入对

接，加强政治安全、经贸、人文交流三大支柱
建设，推动中国-东盟关系进一步提质升级。

第二，深化经贸合作。期待与相关国家
一道尽早实质性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谈判，拓展合作领域，打破
贸易壁垒，不断推动贸易投资取得更大发展。

第三，培育创新亮点。今年是中国-东
盟创新年，双方将探讨建立科技创新合作
新机制， 深化落实中国-东盟科技伙伴计
划， 研究商签中国-东盟智慧城市合作文
件，支持构建东盟旅游数字平台。

第四，夯实人文支柱。中方将设立中国
-东盟菁英奖学金，开展“未来之桥”中国-
东盟青年领导人千人研修计划， 未来5年
邀请1000名东盟优秀青年来华培训。

第五，拓展安全合作。中方愿与东盟使海
上联合演习机制化， 尽快开通防务部门直通
热线，开展防务智库、中青年军官友好交流，深

化防灾减灾、人道救援、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表示， 中国连续

9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 双方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得到提升， 致力于尽
快谈判达成高水平、高质量的RCEP。双方
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
演习，宣布了单一COC磋商文本，希望尽快
完成COC谈判，妥善管控分歧，扩大海上务
实合作，促进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双方在维
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方面拥有共同利
益，东盟愿将自身发展战略同中方“一带一
路”倡议相对接，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
加强互联互通、创新、智慧城市、电子商务、
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促进东亚共同体建
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会议通过《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年愿景》， 发表科技创新合作联合声
明，宣布2019年为媒体交流年。

李克强出席第21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 � �中国和东盟14日在新加坡通过 《中国-东盟
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 决定构建以政治安
全、 经贸、 人文交流三大支柱为主线， 多领域
合作为支撑的合作新框架， 打造更加紧密的命
运共同体。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
景》 的达成， 也让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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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年前， 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 守望相助、 共谋发展之路越走越顺畅。
近年来， 中国更是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
念落实在与东盟邻居的交往中， 双方各领域

合作成果丰硕， 为亚太区域合作树立了典
范。

中国和东盟致力于不断增强政治和战略
互信， 已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坚定维护者
和积极贡献者。 在中国和东盟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趋于稳定。 中国和东盟今年8月就
“南海行为准则” 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
致， 充分表明了地区国家有信心、 有智慧、
有能力妥善处理好南海问题。

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发展迅猛。 中国已
连续9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东盟已连
续7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当前， 中国
和东盟正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与 《东盟共

同体2025愿景》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 等更好对接， 中老铁路、 雅万高铁、
中泰铁路等一批基础设施旗舰项目建设正在
积极进展中。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逆全球
化暗流涌动的当下， 中国与东盟同意加快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 向世界
发出了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地区经
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强烈信号。

中国和东盟还加强政策和行动协调， 共
同防范和应对各种安全挑战。 双方在金融安
全、 海事救援、 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合作
卓有成效。 去年10月， 中国与东盟举行海上
联合搜救演练。 今年10月， 中国-东盟 “海

上联演-2018” 海上实兵演练举行， 这是中
国军队首次与东盟开展海上联演。

中国和东盟创新人文交流机制和平
台， 人员往来空前活跃， 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与东盟迄今已形成了以文化、 旅游、
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文交流机制。 打造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理念在中国和东盟
国家中越来越深入民心， 拓宽和加深人文交
流成为双方民众迫切愿望。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
的通过， 必将推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向
更高水平发展， 指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之
船行稳致远。 （据新华社新加坡11月14日电）

指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之船行稳致远
新华社记者 谢美华 赵青

新华时评

� � � �据新华社新加坡11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在新加坡会展中心出席第
二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
会议。东盟十国领导人以及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
西兰、印度领导人与会。

李克强表示，一年前，我们在马尼拉召开RCEP第
一次领导人会议。一年来，各方加快工作节奏，谈判任
务完成度从去年不到50%迅速提升到今年的接近80%。
现在谈判已进入关键时期，我们要再接再厉，保持积极
势头，踢好“临门一脚”，力争明年达成协定。

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加紧努力，乘势而上，争取
在2019年完成RCEP谈判。

李克强出席RCEP领导人会议

争取在2019年
完成RCEP谈判

李克强分别会见加澳新总理
� � � � �据新华社新加坡11月14日电 当地时间11月14日
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新加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
人系列会议期间， 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第三次中
加总理年度对话。李克强指出，我们注意到加方就《美墨
加协定》作出的澄清，表示有关协定不影响加方自主同
其他国家达成自贸协定。中方愿同加方在相互尊重、灵
活务实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据新华社新加坡11月14日电 当地时间11月14日
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新加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
系列会议期间， 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第六轮中
澳总理年度会晤。李克强指出，中方欢迎澳方优质产品
进入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中国将持续放
开市场准入，打造对所有中外企业一视同仁的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据新华社新加坡11月14日电 当地时间11月14
日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新加坡会见新西兰总
理阿德恩。李克强指出，中新自贸协定是中国同发达
国家达成的第一个自贸协定， 中方愿同新方继续本
着积极务实的态度，推动实现该协定的升级，进一步
扩大双向贸易与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