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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发展离不开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
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新气象。透过十九
大报告，品悟中国的新论断、新特点、
新目标、新要求，中国未来的发展蓝
图，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赢得世界赞
誉。岘港APEC会议召开，人们普遍预期
中国推动亚太合作力量将不断增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陈刚认为：“亚太的发展离不开中
国，亚太国家和地区将受惠于中国的持
续稳定发展，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愿景也将有助于稳定亚太未来的增长预
期。”

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
表示，近年来，随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形势的变化，APEC 的合作领域不断拓
展，尤其是自 2014 年 APEC 北京会议以
来，全方位互联互通成为APEC合作的热
点领域，进一步深化了APEC和“一带一
路”倡议在合作领域方面的相关性，二
者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相辅相成的联动

效应。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亚太，亚太的繁

荣离不开中国。岘港APEC会议，中国同
各方一道，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稳定向前
发展。

中国方案促共同繁荣

1991年，中国正式成为APEC大家庭
成员。26 年来，中国扎根亚太、造福亚
太，矢志不渝地推进亚太地区大开放、
大融合、大发展，有力促进本地区经济
增长、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

世人犹记，2014 年北京雁栖湖畔，
中国成功举办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会议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
太伙伴关系”为主题，启动了建设亚太
自贸区进程，指明了创新改革增长路
径，制定了互联互通十年期合作蓝图，
设立了关于蓝色经济、绿色经济、互联
网经济、城镇化、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等新的合作议程，为APEC注入了巨
大活力，为亚太合作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年前在利马，习近平主席指出：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将扎根亚

太、建设亚太、造福亚太。中国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带
动亚太国家共同发展，为本地区人民创
造更多机遇。”

今年在岘港，亚太大家庭成员共同
维护亚太开放发展大方向，共同挖掘亚
太发展新动力，共同勾画未来合作新愿
景，这是人心所向。

周边外交新时代特色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后首次出访即
选择越、老两国，充分体现中方对巩固
中越、中老睦邻友好、推进全面战略合
作的高度重视。越南、老挝高度重视并
热切期盼习近平到访。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春霞认为，
这是中共十九大闭幕后，习近平首次出
席国际多边会议和首次出访。这充分显
示出中国对多边外交舞台的重视，以及
对中越关系、中老关系的重视。十八大
以来，我国对周边的重视程度不断提
升，我们不仅提出了“亲诚惠容”与

“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而且使周

边外交进入了“奋发有为”的新常态。
十九大继续强调，按照“亲诚惠容”理
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
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越南是中
国的重要邻国，中越两国在历史、文
化、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有着密切的
联系，存在着诸多的共同利益。在当前
国际和地区局势复杂演变的情况下，稳
定和加强中越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
益。年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实现了互
访，这充分体现了中越两国对双边关系
的高度重视，相信此访不仅将推动中越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加健康稳定地
向前发展，而且将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
国特色外交的丰富内涵。

近年来，中国和老挝两党两国领导
人互访不断，双方在中国—东盟、澜沧
江—湄公河、“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
积极推进。全长 400 多公里的中老铁路，
是第一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共同运
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
项目，不仅将便利两国合作，也将促进
地区互联互通。“做中国的邻居，老挝很
幸运！”老中友协秘书长西昆本伟莱如此
评价两国关系。

APEC见证中国影响力
本报记者 张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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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至11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在越南岘港举
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

另外，11月12日至14日，习近平主席还将对越
南、老挝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共十九大闭幕后，中国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将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
周边外交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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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越南岘港APEC新闻中心外景。 裴广江摄

11 月 7 日，中国社科院正式发布
《2017 年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并公布
了最新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排名。
中国三星再次名列外企第一，并取得全
榜第四的成绩。

今年的报告研究了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2016~2017年度的最新进展，评价对象
包括了中国国内市场上的300家企业，含
国有、民营、外资各100家。

报告显示，中国企业 300 强社会责任
发展指数为37.4分比去年增长2.3个百分
点，9 年来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其中，外资
企业排名中前三位均为韩资企业，其中中
国三星得分92分位列第一，在300家企业
总排名中位列第四。这是三星第五次获得
外企榜首，第二次进总排名前五位。

三星大中华区总裁副总裁方今顺介
绍说，三星在公益事业上取得一定成
绩，与总部拥有成熟的公益理念和项
目，以及在中国成立单独的事业部门探
索本土的需求是分不开的。据悉，三星
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技术，在中国形成了
科普创新、教育资源、社会帮扶、环境
保护等四大公益领域。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
百人论坛发起人邓国胜表示，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时候也可借鉴包括三星在内的
跨国企业成功经验，在整合本土资源的
同时，注重和当地的政府、本地非盈利
性机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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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和英国 11月 9日到 10日在布鲁
塞尔举行第六轮“脱欧”谈判。由于前
五轮谈判未能取得实质进展，进度慢于
预期，所以双方近日都释放出希望“加
速谈判”的信号。然而，欧盟和英国想
要取得突破，仍将面临四大难题。

“分手费”难协调

一是“分手费”金额。英国首相特
雷莎·梅 9月在佛罗伦萨演讲时说，2019
年 3 月“脱欧”后，英国需要大约两年
的“过渡期”，其间英国会支付欧盟预
算。据估算，这笔钱约为 200 亿欧元。
但欧盟方面认为，除此之外，英国还应
履行作为成员国时的承诺。

欧盟委员会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解
释说，英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共同签署
和资助了一系列项目，有的项目长达数
年之久。英国想要退出，就必须偿清应
该承担的份额。另外，不少英国人仍在
欧盟机构工作，英国还应该负担这些人
的养老金。

根据媒体披露，欧盟向英国开出的
“分手费”高达 600 亿甚至 1000 亿欧元。
上述官员拒绝证实具体金额，但强调如

果英国拒绝付钱，双方将无法达成协议。
对欧盟和英国来说，“分手费”金额

不仅涉及实际利益，更牵连政治因素。
目前来看，欧盟在“分手费”问题上立
场极为强硬，英国除了让步，似乎别无
选择，因为只有首先解决这一问题，谈
判才能触及更重要的议题。英国脱欧事
务大臣戴维·戴维斯此前暗示，英方很可
能在“分手费”问题上作出一些妥协，
以换取欧盟在其他议题上的让步。

“过渡期”难安排

二是“过渡期”安排。特雷莎·梅表
示，“过渡期”期间，英国和欧盟“应继
续根据现有条件进入彼此市场”。英国商
界同样支持设立“过渡期”，认为此举能
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脱欧”对英国企业
的冲击。

但欧盟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立场，且
内部意见不一。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米歇
尔·巴尼耶说，为了让英国有序“脱
欧”，可能需要一段“过渡期”，但在此
期间，要维持欧盟的全面监督和管理，
维持英国的经济现状和所有义务。

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出于“政

治原因”，一些欧盟成员国可能不会支持
设立“过渡期”，这些国家不愿意看到英
国在“脱欧”后仍能像之前一样进入欧
盟市场。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人民党党
团主席曼弗雷德·韦伯明确表示，英国

“脱欧”之后，“绝不能一切照常”。
即便欧盟和英国都同意设立“过渡

期”，谈判时间也非常紧张。由于具体谈
判过程需要数月之久，双方能否在今年
12月启动相关谈判成为关键。

贸易协定难商量

三是未来的贸易协定。戴维斯表
示，英国政府希望在2018年10月前完成
谈判，与欧盟达成两份协议，一份是

“分家”协议，包括设立为期两年的“过
渡期”，另一份是关于未来贸易安排的政
治协议。两份协议“不可分割”，将一并
提交给议会批准。

目前，英方表示要与欧盟达成一份
全新的贸易协定，既不同于“挪威模
式”，也不同于欧盟与加拿大所签的自由
贸易协定。

但欧盟方面认为，英国的想法不切
实际。巴尼耶表示，单一市场是一整套

的法则与标准，其完整性不容谈判，要
么身在其中，要么身在其外。

主导权难扭转

四是谈判主导权问题。在前五轮谈
判中，欧盟一直掌握着主导权，内部要
求英国付出政治和经济代价的声音不
断，而英国相对弱势。

欧盟“底气”主要来自两方面：首
先，英国“脱欧”不仅没有在欧盟内部
引发示范效应，相反让欧洲大陆国家更
为团结；其次，欧洲范围内，民粹主义
暂时退潮、经济复苏势头良好等因素让
一体化进程重获发展动力。

相比欧盟，英国对加速谈判的需求
更为强烈。因“脱欧”困局的不确定
性，英国已经面临经济和金融业发展阻
碍，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权威和能力也多
次遭到质疑，其在“脱欧”进程中的表
现关乎英国国内稳定大局。

英国认为，欧盟应该在谈判中保持
灵活性，与英方共同解决问题，因为如
果最终达不成协议，只会两败俱伤。然
而，目前来看，英国在这场“1 对 27”
的比拼中难占上风。

“脱欧”谈判加速 四大难题待解
新华社记者 张 伟

你是否幻想未来家里能够有一个
家居机器人朋友，它可以陪你聊天，
做家务，甚至变形家具。随着人工智
能时代来临，你的梦想将变成现实。

近日，以色列一家机器人公司生
产了一款家庭服务机器人。这款机器
人可以进行简单的语音交流，导航系
统会让它正确完成你的语音命令，在
移动的过程中遇到障碍物可以自动躲
避。它的背部有个小桌板，可以承载
并且运送一些小物品。此外，底部配
备了多个传感器，可以跟随主人进行
相应的移动，同时它的显示屏也可以
随着主人的高度自动抬头和低头，看
起来就像一个认得你并且追着你跑的
小孩子。同时，它可以识别几十个人
的不同声音，在家庭场景中，虽然一
家人都可以命令它做事情，但是它可
以识别不同的人物关系。

除了家居机器人，你还可以拥有
家具变形机器人。如果你家里空间不
大，需要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来提升
家居生活空间，那么此款会变形机器
人家具可以解决你的苦恼。最近麻省
理工学院的研究者和硅谷设计师合
作，共同设计出了这款家具变形机器
人。它可以根据不同变化来改变我们
卧室的排列和设计，能够为一个小公
寓瞬间带来更大的空间。

该系列的机器人具有非常独特的
创新性，只需要一个按钮就可以将客
厅变成卧室，门廊变身衣帽间。这款
机器人的名字灵感来源于“折纸”，开
发者希望机器人家具像折纸一样任意
变换形状。

随着智能家电的发展，智能家居机器人的发展也应
运而生，美国一公司研发出一款机器人，会通过表情、
眨眼、转动头部及声音去回应主人，不但可以理解四周
环境及情境，而且能够识别特定的人。它身上配备有镜
头、收音及喇叭系统等，具备无线连接，主人可以通过
语音指令进行各种操控，主人离开时又可以检查家中情
况。此外，内置的感应器会透过检测四周环境而不断学
习，聪明到可避免碰撞其他物件或跌落楼梯。

如今，科技发展构建了智能家庭的全景蓝图，越来
越多的智能家居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人工智能正
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家里要迎来机器人朋友。面对
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和参与感，你准备好了么？

图为可与人类沟通交流的家居机器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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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与越南国家歌舞
剧院联合主办的“同唱友谊歌”和平旋律文艺
晚会日前在河内的国家歌舞剧院举行，多位参
加演出的歌手都是“同唱友谊歌”中越歌曲演
唱大赛的获奖者。该大赛始于 2005年，目前已
成功举办 12届，通过中国人唱越南歌、越南人
唱中国歌的方式，架起了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的

“音乐桥”。
图为在越南首都河内，演员在“同唱友谊

歌”和平旋律文艺晚会上演出。
新华社记者 王 迪摄

“和平旋律”
越南开唱

“和平旋律”
越南开唱

中国企业大量走出国门，参与海外投资。资料图片

广西与越南广宁省全面深化旅游合作

本报电 （记者刘华新、庞革平） 日前，广西防城
港“中华泰山”号开启首航之旅，载着900多名游客畅
游越南岘港市和下龙市，这是广西与越南广宁省加强
合作，开通海上邮轮旅游航线，推动中越跨境旅游业
发展更上层楼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广西和越南广
宁省共同把握“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机遇，在旅游合
作上达成了重要共识，取得了积极进展。

双方加强旅游宣传合作，积极参加对方主办的文
化旅游节庆活动，为对方在本地举行各类推介及交流
活动提供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