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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杜特尔特总统，
各位同事：

很高兴出席第 20 次东盟与中日韩
（10+3） 领导人会议。我谨代表中国政
府，对菲律宾政府为会议所做的精心准
备和周到安排表示诚挚感谢。

10+3合作发端于亚洲国家共同应对
金融危机之际，今年恰逢 20 周年。20 年
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0+3合作机制不
断完善、合作领域逐步拓展，成为亚洲地
区架构最完善、成果最显著的合作机制之
一，为促进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
作出了积极贡献。当前，世界经济出现向
好势头，全球贸易投资止跌回升，国际金
融市场总体稳定，中日、中韩关系出现改
善势头，为10+3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同
时，世界经济复苏冷热不均，“逆全球化”
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地区热点问题此起
彼伏，也给10+3合作带来了挑战。中方期
待本次会议进一步凝聚共识，传递出我们
坚定支持区域一体化、推动建设东亚经济
共同体的积极信号，造福地区国家人民，
也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

各位同事，
本次会议是10+3合作20周年纪念峰

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20年来，我
们坚持以共同发展为核心，东亚地区经受
住了两次金融危机的洗礼，成为世界上最
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去年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4%。我们坚持
以区域一体化为方向，大力推动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东盟共同体建成，中
国－东盟自贸区实现升级，中韩高标准自
贸区建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
判迈出坚实步伐。我们坚持以务实合作为
动力，24 个领域的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打
造了清迈倡议多边化、大米紧急储备、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东亚论坛等一大
批旗舰项目。我们坚持以机制建设为保
障，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部
长会议、高官会、大使级会议等为支撑
的合作体系。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
珍贵，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并发扬光大。

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是 10+3合作的
战略目标之一，符合地区国家人民的长远
和根本利益，当前面临天时、地利、人和的
难得机遇，应不失时机向前推进。中方主
张，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要秉持“一个宗
旨”，即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实现融合发
展和共同发展；坚持“两个原则”，即坚持
东盟的中心地位，坚持协商一致、开放包
容、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东盟方式”；推进

“三个层面合作”，即以 10+3 合作为主渠
道，以东盟与中、日、韩三组 10+1 合作为
基础，以中日韩、澜沧江－湄公河、东盟东
部增长区等次区域合作为有益补充，使东
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始终走在健康、稳定、
可持续的道路上。

今年6月，中方在长沙主办第15届东
亚论坛，与会官产学界代表就推进东亚经
济共同体建设进行了探讨，并制定了“东
亚经济共同体蓝图”概念文件。中方认为，
我们可以借鉴东盟共同体建设经验，制定
东亚经济共同体蓝图，确定建设目标、量
化指标、实现路径和时间表，从共识最多、
基础最好的领域做起，逐步扩大合作领
域、提升合作层次，让各国从合作中受益，
不断增强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信心和
动力。为此，我愿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逐步向单一市场迈进。去年10+3国家的
贸易总额超过8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 1/4，其中近 40%
是区域内贸易，还有很大的潜力。各方应进一步扩大市
场开放，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服务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的水平，打造相互依赖的区域贸易链条，
更大程度激发地区开放发展的活力和潜能。中方愿与
有关方一道，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并以更加积
极的姿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为更
长远的亚太自贸区铺平道路。建立东亚大通关合作机
制，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等方面的海关
合作，探索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鼓励贸易方式创
新，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第二，扩大产能和投资合作，打造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10+3 国家在劳动力、资源、技术、资金、市
场、产业等方面各具优势，无论是开展水平分工还是
垂直分工，都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我们愿与各方一
道，在扩大轻工、纺织、家电、建材、冶金等传统产
业投资合作的同时，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经济、
绿色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构建共同参
与、各获其利的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在开展双
边合作的同时，拓展三方合作空间；在发挥好大型企
业龙头作用的同时，发挥好中小企业的配套协作作
用，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中方愿同各方共
建“10+3中小企业服务联盟”，让更多中小企业从产
业链合作中受益。一周后，中方将在深圳举办“10+3
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创新合作研讨会”，欢迎各方参
与。中方支持继续举办10+3国际产能合作研讨会和中
日韩国际产能合作论坛，为产能合作提供智力支撑。

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合作，构建互联互通网络。
互联互通是经济合作的基础，应当作为东亚经济共同
体建设的优先方向之一。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
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更好对接，在此基础上与各
方共同探讨制定“东亚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推动陆
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中方支持地
区国家开展全方位物流信息共享合作，探讨将东北亚
物流信息服务网络拓展到东盟地区，打造东亚大物流
体系；支持建设东亚能源资源合作机制，保障能源资
源安全；支持东亚海洋合作平台机制建设，促进海洋
经济、环保、灾害管理、渔业等各领域合作。中方愿
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为本地区互
联互通提供更多融资支持。

第四，深化金融合作，维护地区金融稳定。金融合
作是10+3合作起步最早、成果最丰的领域之一，也是建
设东亚经济共同体的重点。要共同推动构建地区金融
合作体系，加强在货币稳定、投融资、信用评级等领域
务实合作，做好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阶段性评估并提

高协议的可用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建设
地区金融安全网。中方欢迎 10+3 宏观经
济研究办公室成为联合国大会永久观察
员，支持其更好发挥区域经济监测平台的
作用。中方决定将出资支持区域信用担保
与投资基金增资，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
展。支持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发挥维护地区
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积极作用。

第五，加强可持续发展合作，打造均
衡包容普惠的地区发展格局。建设东亚经
济共同体，应让各方广泛受益，特别是照
顾好欠发达国家、弱势人群的关切。要落
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继续加
强粮食、能源、减贫等领域合作，让地区人
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为维
护地区粮食安全，中方同泰方共同倡议本
次领导人会议发表《10+3领导人关于粮食
安全合作的声明》。中方支持加强 10+3
大米紧急储备机制建设，愿继续办好粮
食安全合作战略圆桌会、东亚现代农业
研修班等项目。中方正积极落实“东亚
减贫合作倡议”，愿与地区国家在小型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强合作。中
方愿与 10+3 各国加强减贫经验交流，共
同探讨有东亚特色的减贫之路。

第六，扩大人文交流合作，凝聚共同
体意识。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根基在民
间。要扩大人民之间的交往，推动文明互
学互鉴，加深相互了解、信任和友谊。进一
步加强旅游合作，简化签证、人员通关手
续，鼓励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旅游年
等活动，营造便捷、安全、舒适的旅行环
境。中方支持“东亚文化之都”同“东盟文
化城市”开展更多交流互动，支持“10+3
大学校长论坛”平台建设，愿继续办好

“了解中国”、媒体合作研讨会、文化人
力资源开发研讨班等项目。中方已率先
完成向10+3合作基金增资，愿意继续推
动基金主要用于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年
往来项目。中方支持充分发挥东亚论
坛、东亚思想库网络等二轨机制作用，继
续为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贡献智慧。

地区和平稳定是东亚合作的前提和
基础。中国是朝鲜半岛的近邻，坚持实现
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维护半岛及地
区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面临
的问题，是中方的坚定立场。中方为此提
出了“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
议，希望各方积极呼应，避免采取任何
加剧局势紧张的言行，为推动以和平方
式解决半岛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各位同事！
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

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没有采取“大
水漫灌”式强刺激，没有搞竞争性货币贬
值，而是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
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大力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经过艰苦努力，经济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一是保持中高速增长。过去四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2%，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 30%；城镇新增就业每年
超过 1300 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
经 济 增 速 。 二 是 结 构 调 整 加 快 推 进 。
2013－2016 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从 47%上升到 64.6%，服务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 46.7%提高到
51.6%，劳动生产率累计提高 30.2%，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7.9%，发
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三是新旧动能
加快接续转换。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
勃发展，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移动

支付等新模式发展超乎想象。新的市场主体大量涌
现，过去3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4万户。新动能对
经济增长、新增就业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中国经济
已初步走出一条在加快优化升级中实现平稳增长、在
平稳增长中加快优化升级的创新发展之路。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态势，主要指
标好于预期，速度和效益相得益彰。前三季度经济增
长6.9%，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4.9%左右
的 较 低 水 平 ， 进 出 口 增 长 16.6% ， 财 政 收 入 增 长
9.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2.8%；钢铁、煤
炭去产能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债市、股市、房市总体
平稳，企业杠杆率稳中有降，金融体系稳健运行，风
险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外汇储
备连续增加，市场信心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呈现活力
旺、韧性强、后劲足的良好局面。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上个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对中国未来发展制定了宏伟蓝图。我们将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我们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实
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建设面向
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中国经济必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富强的中国，不仅会惠及十
几亿中国人民，也必将给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国提
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预计未来 5年，中
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
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
达到7亿人次。中国将于明年11月举办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欢迎地区各国积极参加。东南亚有句俗
语叫“水涨荷花高”，中国人也常说“近水楼台先得
月”。中国的发展必将最早、最多地惠及周边国家，
助力东亚各国经济发展！

各位同事！
10+3 合作已走过了 20 年历程，就像意气风发的

青年，充满希望，前途光明。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
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共同开创10+3合作更具活
力的下一个20年！

谢谢大家。
（本报马尼拉11月14日电）

本报马尼拉11月14日电（记者白阳、张志文）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上午在菲律宾国际会议
中心出席第20次东盟与中日韩 （10+3） 领导人会议，东盟
十国领导人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
出席。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主持会议。

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20 年来 10+3 合作机制不断完
善、合作领域逐步拓展，成为亚洲地区架构最完善、成果
最显著的合作机制之一，为促进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中方期待本次会议进一步凝聚共
识，传递坚定支持区域一体化、推动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
的积极信号，造福地区国家人民，也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注入正能量。

李克强指出，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是10+3合作的战略
目标之一，符合地区国家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中方主
张，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要秉持“一个宗旨”，即促进地区经
济一体化，实现融合发展和共同发展；坚持“两个原则”，即
坚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坚持协商一致、开放包容、照顾各方
舒适度的“东盟方式”；推进“三个层面合作”，即以10+3合作
为主渠道，以东盟与中、日、韩三组10+1合作为基础，以中日
韩、澜沧江－湄公河、东盟东部增长区等次区域合作为有益
补充，使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始终走在健康、稳定、可持续
的道路上。李克强就此提出六点建议：

第一，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逐步向单一市场
迈进。各方应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提高服务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的水平。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更
加积极的姿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建立
东亚大通关合作机制，加强海关合作，为跨境电子商务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

第二，扩大产能和投资合作，打造互利共赢的产业
链。在扩大轻工、纺织、家电、建材、冶金等传统产业投
资合作的同时，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
济、共享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拓展三方合作空间；发挥
好大型企业龙头作用同时，发挥好中小企业的配套协作作
用，共建“10+3中小企业服务联盟”。

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合作，构建互联互通网络。中方
愿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更好对
接，共同探讨制定“东亚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推动陆
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

第四，深化金融合作，维护地区金融稳定。共同推动
构建地区金融合作体系，做好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阶段性
评估并提高协议的可用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建设地区金
融安全网，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作用。

第五，加强可持续发展合作，打造均衡包容普惠的地
区发展格局。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应让各方广泛受益，特
别是照顾好欠发达国家、弱势人群的关切。为维护地区粮食
安全，中方同泰方共同倡议本次领导人会议发表《10+3领导
人关于粮食安全合作的声明》。中方愿与10+3各国加强减贫
经验交流，共同探讨有东亚特色的减贫之路。

第六，扩大人文交流合作，凝聚共同体意识。扩大人
民之间的交往，推动文明互学互鉴，加深相互了解、信任
和友谊。进一步加强旅游合作，营造便捷、安全、舒适的
旅行环境。

李克强强调，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态
势，速度和效益相得益彰。我们将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富强的中国，不
仅会惠及十几亿中国人民，也必将给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
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让我们携手
并进，共同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共同开创10+3合作
更具活力的下一个20年！

与会领导人高度肯定10+3合作对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意义及成果，欢迎中方为推动10+3合作提出的倡议。表
示愿以 10+3合作 20周年为新契机，着眼长远规划，推进东
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加强机制建设，提升合作水平，扩大基
础设施、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创新、人文等各领域合作，打
造全方位互联互通，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

会议通过成果文件《10+3领导人关于粮食安全合作的
声明》和《关于10+3合作20周年的马尼拉宣言》。

本报马尼拉11月14日电（记者白阳、
张志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1月
13日晚在马尼拉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李克强表示，中韩是近邻和重要合作
伙伴。两国建交 25年来，双边关系与合作
快速发展。习近平主席在越南岘港出席亚
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总统
先生再次会晤，就致力于改善发展中韩关
系达成重要共识。希望双方珍惜多年来积
累起来的政治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中韩日前就阶段性处理“萨
德”问题达成一些共识。希望韩方继续做
出切实努力，为中韩关系发展扫清障碍，
确保中韩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平稳健康发展。

李克强指出，中韩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
巨大合作潜力。希望双方对接发展战略，发
挥互补优势，推进经贸、金融、制造业、环保
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人员往来和人文交
流，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希望双方共
同努力，在中韩关系转圜改善基础上开辟两
国合作新篇章。

文在寅表示，韩中关系站在了新的起点
上。韩方愿同中方积极努力，重塑政治互信，
恢复经贸、人文等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
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交换了
意见。

本报马尼拉11月14日电（记者白阳、
张志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1月
13 日下午在马尼拉下榻饭店会见柬埔寨首
相洪森。

李克强表示，中柬是真诚的朋友。中方
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柬方继续走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方维护主权独立、
保持国内稳定、加快经济发展的各项努力。
中方愿同柬方保持高层接触，加强各领域务
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办好明年两国
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协助办好明年在柬埔
寨举行的第二次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推动
中柬关系好上加好，为地区稳定发展作出
贡献。

洪森表示，柬中关系友好深厚。明年
是柬中建交 60周年，柬将举办第二次澜湄
合作领导人会议，双边关系将迎来新纪
元。柬方愿加强两国在治国理政、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动两国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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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出席第20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强调

共同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

李克强分别会见文在寅、洪森

11 月 14 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菲律宾国际
会议中心出席第
20次东盟与中日
韩 （10 + 3） 领
导人会议。图为
会议开始前，李
克强同与会领导
人合影。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1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菲律宾马尼拉会见韩国总统文
在寅。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1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菲律宾马尼拉会见韩国总统文
在寅。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1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菲律宾马尼拉下榻饭店会见柬
埔寨首相洪森。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