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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马尼拉11月21日电 2018
年11月15日至2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六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文
莱和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巴新同建
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 行程结束之
际，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
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 习近平主席此访期间同
APEC成员共商区域经济一体化途径，同
东南亚邻国共谋战略合作布局， 同太平
洋岛国共绘可持续发展蓝图。 此行倡导
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化伙伴关系合作，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坚定多边主义信心，
为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汇聚更广泛共
识、增添更强劲动力。国内外舆论认为，
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强权政治抬头的
国际背景下， 中国始终坚持双赢多赢共
赢，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彰显了建设性、
负责任、重道义的大国形象。

一、坚持开放包容导向，引领世界和
亚太合作

王毅说， 在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增多背景下， 亚太作为全球增长的
主要引擎备受关注。 习近平主席出席本
次APEC会议期间深刻剖析国际社会面
临的挑战， 为世界和亚太经济发展与合
作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引起高
度关注和热烈反响。

指引了开放合作大方向。 在世界百
年未有之变局中， 人类又一次站在合作
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共赢还是零和
的十字路口。 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近代
以来历史启示， 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大
势， 指出要坚持开放导向， 扩大共同利
益；坚持发展导向，增进人民福祉；坚持
包容导向， 促进交融互鉴； 坚持创新导
向，开辟增长源泉；坚持规则导向，完善
全球治理。 这些主张延续了习近平主席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
示的政策信息， 进一步指明了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的方向和路径， 展现了大国
领导人的视野和担当。 习近平主席呼吁
APEC大家庭坚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 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
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在会
场内外得到广泛支持。

擘画了共同发展新愿景。 当今世界
发展和变革风起云涌， 但增长新旧动能
转换尚未完成，发展失衡未有根本改观。
习近平主席站在全球发展和时代进步的
高度， 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享有平等
的发展权利， 任何人都无权也不能阻挡
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指
出要加强发展合作， 构建平等均衡的全
球发展伙伴关系， 营造共同的发展机遇
和空间， 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过上好日
子，强调这才是最大的公平！

传递了伙伴精神正能量。APEC走过
近30年合作历程，互信、包容、合作、共赢
的伙伴关系成为各成员共同财富， 对于
处理国家间关系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世界各国国情千差万别， 存在分歧在所
难免。习近平主席指出，不同文明、制度、
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
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 呼吁少一点傲慢
和偏见、多一些尊重和包容，努力做到求
同存异、和谐共处。强调国与国只要平等
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
了的问题。 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过
程中，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
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不

能搞小圈子，不能强加于人。习近平主席
的重要阐述激浊扬清、振聋发聩，弘扬了
亚太伙伴关系的主旋律， 回击了国际上
渲染地缘竞争、 主张冷战思维的消极声
音， 为亚太和全球合作沿着正确轨道前
行提供了正能量。

王毅说， 与会经济体领导人积极响
应习近平主席的倡议主张， 普遍赞同维
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系， 反对保护
主义，支持APEC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以及实现平衡、创新、可持续、
包容增长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支持
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 携手共建活
力、开放的亚太。

二、弘扬睦邻友好传统 ，提升中文 、
中菲关系

王毅说，文莱、菲律宾同中国是一衣
带水、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近年来，在
元首外交引领下， 中文关系保持健康稳
定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中菲关系历
经风雨又见彩虹，实现由转圜、巩固到提
升的跨越式发展。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首
次访问两国， 也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3
年再次到访，为中文、中菲关系发展带来
重大机遇。

关系定位得到新提升。 习近平主席
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 菲律宾总统杜特
尔特就新时期双边关系发展作出顶层设
计，指引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中文将关系
定位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菲宣
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体现了双方
坚持睦邻友好、 推进战略合作的坚定决
心。中文、中菲同意携手努力，推动中国-
东盟关系和东亚合作实现更大发展。中
国同两国商定继续加强在国际和地区舞
台上的相互支持和配合， 维护发展中国
家共同利益。

务实合作得到新拓展。文莱、菲律宾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 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习近平主
席同两国领导人就对接发展战略、 深化
互利合作作出全面部署。 中文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规划等政府间协议，将
加快“一带一路”倡议同文莱经济多元化
战略“2035宏愿”对接，加快探讨海上共
同开发步伐。中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谅解备忘录，全面推进安全、发展、
人文三大支柱领域合作， 不断完善合作
布局。两国签署海上油气开发合作文件，
海上互利合作迈出实质步伐， 共同勘探
开发有望提上日程。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
国将提升与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 这将
拓展中文、中菲合作新空间，搭建中国-
东盟合作新平台。

友好传统得到新彰显。 中文、 中菲
历史交往渊源深厚， 民间友谊绵延千
年。 习近平主席此访在两国掀起对华友
好的新热潮。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提前结
束出席APEC会议行程回国并偕王室成
员接待习近平主席。 杜特尔特总统为习
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临别时还
赠送记录友好情谊的相册留念。 习近平
主席追溯郑和船队传播友谊的历史，讲
述双方人民互帮互助的佳话， 在往访国
激起共鸣共振。 习近平主席同两国领导
人就密切人文互通达成系列共识， 同意
拓展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旅游等领域
合作，为增进人民交往、深化传统友谊搭
建更多平台。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文莱、
菲律宾是中国周边外交方针的生动路演
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实践。事
实再次证明， 友好和合作始终是中国同

周边国家关系的主流， 也是符合地区国
家和人民利益的正确选择。 只要各国坚
持睦邻友好的大方向， 确立共同发展的
大目标，发扬妥处分歧的大智慧，就一定
能把南海建设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
就一定能开创本地区稳定、发展、繁荣的
新局面，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

三、践行真实亲诚理念，拉紧中国同
岛国纽带

太平洋岛国地处中国大周边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地带，是亚太大家庭
重要成员。习近平主席首次访问巴新并时
隔4年同岛国领导人再次会晤， 对中国同
岛国关系发展具有新的里程碑意义。

双方携手前行的意愿更加强烈。
习近平主席同巴新总督达达埃、 总理奥
尼尔举行会见会谈， 并分别会见前来参
加集体会晤的岛国领导人， 一致同意将
双边和整体关系提升为相互尊重、 共同
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中国同
岛国关系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引领。
习近平主席阐释新形势下中国加强同岛
国关系的政策主张， 指出不论国际风云
如何变幻，中国同岛国始终是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强
调双方要用真心巩固友谊、 靠实干推进
合作， 携手开创中国同岛国关系更加美
好的未来。岛国领导人表示，岛国珍视同
中国的密切关系， 希望借鉴中国发展经
验， 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积极参加共建
“一带一路”，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

双方团结友好的根基更加牢固。中
国对岛国朋友以诚相知、以礼相待、以心
相交，受到对方由衷钦佩和赞许。习近平
主席强调， 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一律
平等，尊重岛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支持岛国联合自强、在国际上发出“太平
洋声音”，将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
利观加强同岛国团结合作。 习近平主席
此访不仅受到巴新政府高规格接待，而
且受到当地民众自发热烈欢迎， 夹道簇
拥的人群、真诚友好的笑靥、欢腾起舞的
场景处处可见。习近平主席讲起中国“和
平方舟” 为岛国提供诊疗服务等感人故
事，在巴新同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当地师
生亲切互动，亲力亲为厚植民间友好。

双方合作发展的道路更加宽广。此
访期间， 中国同各个建交岛国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标志着“一
带一路” 倡议在岛国地区加快落
地生根。 习近平主席呼吁以此为
契机，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提升
双方贸易便利化水平。 习近平主
席重视岛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提高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迫切
愿望，出席中国援建巴新道路、学
园竣工启用仪式，援引中国菌草、
旱稻种植示范项目帮助当地民众
脱贫增收的成功实践， 强调中国
对岛国援助坚持授人以渔、 以义
为先。 习近平主席宣布助力岛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用
于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
展农渔业、旅游等特色产业，帮助
岛国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王毅说， 习近平主席此次南
太之行释放的明确信号是， 中国
将坚持同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发展
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 这是长期
不变的战略选择。 中国与岛国合
作公开透明，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
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谋求任
何私利和所谓“势力范围”，经得

起时间和历史检验， 经得起国际社会评
判。双方合作属于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
家和朋友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未来大有可为，前景
更加可期。

四、展现改革开放恒心，分享中国发
展机遇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改革
开放不仅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 也为世
界带来巨大机遇。 习近平主席利用此访
公开讲话、会谈会见等场合，阐释改革发
展方略， 展现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决心，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使各方更
加看好中国发展前景， 更加认同中国发
展理念，更加期待中国发展机遇。

继今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就中国改
革开放作出权威政策宣示之后， 习近平
主席在此次APEC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向
好的总体势头会继续保持下去， 中国未
来将以更负责的精神、 更开放包容的胸
襟、更高质量的增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
同时， 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
献。习近平主席向各方介绍共建“一带一
路”显著成果，表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高质量、高标准、高
水平建设“一带一路”，更好造福沿线国
家人民。 习近平主席欢迎有关各方明年
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和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再次
表明中国愿同各国共创发展机遇、 共享
发展成果的坚定信念。

王毅最后说， 通过习近平主席这次
访问，我们再次感受到，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是各
国人民的普遍愿望。 中国始终把自己的
梦想融入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用
自身的发展助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在国际上得道多助、深得人心。面对纷繁
复杂的外部环境， 我们将继续以习近平
外交思想为指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在与世
界各国的良性互动、 互利共赢中开拓前
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条
件， 为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
作出更大贡献。

引领开放合作潮流
开启共同发展新程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文莱和菲律宾， 并在巴新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

�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周
倜）“高新杯”2018湖南省青少年击剑
比赛近日在长沙收官，来自全省的437
名小剑客同台竞技、一决高下。

自2017年我省成立击剑协会以来，
击剑运动在省内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
程度逐渐提升。本次比赛，旨在进一步

推动击剑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开展，
同时也是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
会击剑项目湖南地区的选拔赛。

比赛设个人赛与团体赛两大项，
依照剑种分类， 共有花剑、 重剑、 佩
剑三个单项， 根据选手年龄， 每个单
项设有U6、 U8、 U10、 U12、 U14、

U16共6个年龄段。 为提升比赛专业
程度， 本次比赛采用全美击剑锦标赛
规则， 并参照了全国击剑比赛赛事分
组， 根据运动员的水平在每个组别均
有A、 B两组。 经过层层角逐， 共决
出25个个人组与11个团体组的冠亚
季军。

437名小剑客长沙“亮剑”

� � � � 据新华社台北11月21日电 （记者
吴济海 刘欢 ）中华台北奥委会、台湾
奥运人协会21日在台北召开反对“东
京奥运正名公投”案记者会，多名台湾
运动员出席。 他们呼吁政治不要介入
体育， 希望民众对“东京奥运正名公
投”投不同意票，给运动员一个舞台。

出席记者会的台湾知名运动员们
手持写着“我要参加奥运会”“我是运
动员， 我反对东奥正名”“政治不要介

入体育”“给运动员一个舞台， 投不同
意”等诉求的看板，表达对“东京奥运
台湾正名公投”案的态度。

多年来，国际奥委会对台湾以“中华
台北”名义参加奥运会有明确规定，是国
际体育组织和两岸体育界人士共同遵循
的原则。但岛内一些政治势力和“独”派
团体出于自身特定目的， 不顾两岸同胞
反对，今年执意推动“你是否同意，以‘台
湾’（Taiwan）为全名申请参加所有国际

运动赛事及2020年东京奥运？” 的所谓
“正名公投”。 这项公投案将于11月24日
与其他公投议题一起进行投票。

台湾奥运人协会秘书长杜台兴在
记者会上表示， 未经运动选手调查同
意，贸然提出“正名”这个议题以满足
部分人的政治目的， 会影响运动员参
赛的舞台，影响非常大。他还表示，召
开这次记者会就是希望让各界听听体
育界的声音。

台湾多个体育团体和运动员反对“东京奥运正名公投”

呼吁政治不要介入体育

下期奖池：6774793860.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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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协谴责
星级酒店卫生乱象

建议摘星降级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记者 赵文君）中国消费者协

会21日发布声明表示， 对近期媒体曝光的国内星级酒店卫生
乱象强烈谴责。建议对名不副实的星级饭店，该摘星的摘星、
该降级的降级，为消费者评选出真正名实相符的星级饭店。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早就出台了旅业客房卫生
间清洁操作规程、旅业客房杯具洗消操作规程等酒店客房相
关规则。此次曝光的星级酒店卫生乱象，严重违反了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和旅游饭店业的相关规定，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
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法定权益。

中消协在声明中还表示，迄今为止，涉事星级酒店并
没有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对消费者的监督建
议给予充分理解和尊重，反而在回应中用“个别员工”“个
别事件”的表述对存在问题轻描淡写，折射出对消费者和
消费监督建议的冷漠、麻木，这种态度显示出其服务理念
和品质与之头顶的“星级”并不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