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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渠道”越走越宽

9月，绿城南宁又迎来了高朋云集的时刻。这几天，
包含东盟10国在内的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2700
多家企业汇聚于此，赶赴一年一度的盛会。

“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作用，柬中两国的双
边贸易额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柬埔寨商品进入中国及
东盟其他国家市场。”柬埔寨首相洪森去年在参加第14届
东博会期间曾这样说。今年，柬埔寨再次担任东博会主
题国，洪森也再次出席东博会。

据《菲律宾商报》报道，菲律宾今年派出 100多人的代
表团，并首次包馆。这是菲参加东博会以来最大的代表
团。菲律宾代表团团长、工商部副部长特拉道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参加东博会是菲政府开放更多菲中合作领域的战
略计划之一，有利于把两国双边关系提升到另一个高峰。

作为中国与东盟 10 国共同主办的国际性经贸盛会，
东博会对于东盟国家的吸引力日益增强，在中国—东盟
经贸合作中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东博会已经成为
推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和重要引擎，并且
拓展了一条‘南宁渠道’，使许多关于经贸合作的热点议
题可以在东博会上得到充分讨论。”

2004 年，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办。此后，
这座位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接壤前沿地带的城市，成为东
博会的永久性会址，见证了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提质升
级。一直以来，“展会结合”是历届东博会的一大亮点。据
统计，前14届东博会共举办了200多个会议、论坛，涵盖40
多个领域。今年，东博会框架下举办的高层论坛确定为35
个，其中7个是东博会高层论坛“大家庭”新成员。

“在这条‘南宁渠道’上，既有各国商品的展示，又
有脑力激荡的论坛，双向推动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
合作一步一个台阶，不断向前。”许利平说。

15 年来，东博会常办常新。今年，东博会更是确定
了“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中国—东盟创新共
同体”的主题，结合中国—东盟创新年，使创新合作成
为本届博览会上的绝对热词。

“目前，中国和东盟国家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创新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驱动力。如何实现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创新互
动，是摆在各国面前的崭新命题。”中国社科院海疆问题
专家、中国市场学会海疆丝绸之路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晓
鹏对本报记者分析称，借助东博会这一经贸交流的重要
平台，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创新问题展开集中探讨，对于
未来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事实上，东博会本身，从内容到形式，始终都是创
新的践行者。随着影响力不断提升，东博会的“朋友
圈”越扩越大，逐渐从原本的中国—东盟“10+1”拓展
到“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去年，哈萨克斯坦作为
首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担任第 14届东博会
特邀合作伙伴。今年，东博会迎来了举办 15年来首个参
会的非洲国家——坦桑尼亚。作为特邀合作伙伴，坦桑
尼亚将举办国家推介会，设置国家形象馆，并通过 20个
商品展位展示该国的风土人情、优势产业及合作机遇。

“引入非洲元素，这为未来中国和东盟国家与区域之
外的国家开展良性互动、建立更富建设性的经贸交流，
开了一个好头，是一种新尝试。”王晓鹏说。

经贸合作 节节开花

东博会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商贸往来日益密切的推动
者，也是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走深走实的见证者。今

年，中国和东盟迎来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5周年的重要
节点。15年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始终是
双方战略伙伴关系中的一抹耀眼亮色。

持续增长的贸易额和投资额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根据中国商务部提供的数据，2017 年，中国和东盟的贸
易额达 5148.2亿美元，是 2003年的 6.6倍。中国已连续 9
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连续7年成为中国第
三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总额已
经超过2000亿美元。

“在双向投资总额增长的同时，投资的产业、行业也
在进行深度的调整，这推动了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由量
的增长向质的提高发展。”王晓鹏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及成功升级，更是近
年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在量和质上全面提升的一座里
程碑。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2014年9月，
中国和东盟启动自贸区升级谈判。一年之后，升级谈判
圆满结束。如今，在这个涵盖世界人口最多，也是发展
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内，中国和东盟90%以上的商品实

现了零关税。双方高水平的相互开放，让中国和东盟企
业在贸易往来的基础上，优势互补，得以实现产业的深
度融合。

分析普遍认为，自贸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范，
通过自贸区建设，中国与东盟国家实现了共赢。东盟秘
书处秘书长林玉辉日前表示，东盟将继续积极参与自由
贸易协定，与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协同效应。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节节开花，在这背后，是中国
对“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一以贯之的坚守与践行。

许利平认为，某种程度上，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正
是“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试验田，具有示范性作
用。

“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始终秉持互利互惠
的原则。比如，对于一些对华贸易逆差的国家，中国通
过电子商务平台等各种渠道，扩大进口当地的热带水
果、农产品等，一方面平衡贸易逆差，另一方面让这些
国家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市场中获益，也让这些国
家的民众拥有更多获得感。”许利平说。

此外，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频繁的人员交流，尤其

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互为重要的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让
各国民众越走越亲近。而中国和东盟国家基于各自发展
阶段和不同发展理念，求同存异，和谐共处，建立多个
合作机制，更是“容”的最好体现。

“经贸领域的合作逐步加深，对中国和东盟国家进一
步消弭分歧、提高政治互信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反过来，政治互信的加强也能推动经贸合作进一步巩固
和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王晓鹏认为，中国与东
盟正在以经贸领域的合作为桥梁，用实际行动构建休戚
与共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黄英俊也表示，15 年来，中国
和东盟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飞速发展，政治互
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硕果累累，成为维护地区稳定的
重要动力。

规划对接 更上层楼

对于中国和东盟而言，2018 年注定是意义特殊的一
年。今年不仅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5 周年，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5
周年。

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一系列重大新
举措。在8月举行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
谈会上，习近平指出，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
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
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

对于东盟国家来说，这些“中国声音”意味着更多
合作机会，也意味着更多发展机遇。

在6月会见林玉辉时，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曾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5 周年，
双方同意并确认在过去 15年合作成果基础上，携手共建
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一是制定 《中国—东盟战略伙
伴关系2030年愿景》，二是办好中国—东盟创新年，三是
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等东盟发展规划对接。

如今，在中国扩大开放的背景下，伴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的扎实推进，中国与东盟深化合作、互利共赢
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未来一片光明。

王晓鹏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盟
之间的经贸合作以及全方位合作前景非常广阔。“首先，
双方可以搭乘‘一带一路’快车，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合
作，使东盟国家的整体发展快速进入应有轨道；其次，
如何借助区域性经贸合作的构架，打造产能合作的新模
式，是中国和东盟国家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新命题；第
三，可以打造中国—东盟海上互联互通网络，使各项合
作愿景真正落到实处；第四，中国和东盟国家还可以充
分结合各自的资源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形成合
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菲律宾《商业镜报》也引述菲众议院议长阿罗约的观
点称，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非常坚实”。东盟各国应在
可行性研究基础上提出具体的“一带一路”项目建议书。

“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中国
将采购更多的国际产品，其中包括东盟国家的产品。”在许
利平看来，中国扩大开放，将为东盟国家提供一个广阔的
市场。当然，这种开放，不仅是市场的开放，还包括技术、
人员往来等全方位开放。“比如，本届东博会将继续举办中
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中国愿意与东盟国家
分享多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技术，这能有效增强东盟国家
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此外，人员往来的开放也会进一
步扩大，从而为东盟国家的民众创造更多机会。”许利平指
出，这种全方位开放意味着中国和东盟之间更加紧密的合
作，也将更为有力地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中国东盟共绘经贸合作“工笔画”
本报记者 严 瑜

泰国的榴莲、菲律宾的芒果、马来西亚
的燕窝、印尼的咖啡……在中国的超市里，
这些来自东盟各国的特产早已不是“新鲜面
孔”。同样，对于东盟各国的消费者来说，琳
琅满目的中国商品也已成为他们平日生活中
的“常客”。

这是近年来中国—东盟商贸往来日益密
切的一个缩影，也和正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一
场盛会有着紧密关系。9月12日至15日，第
15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以下简称“东博
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举
行。作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深度交流的重
要平台，东博会不仅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
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也成为中国与东盟互利
共赢的最好例证。

环 球 热 点

图为在2017
中国—东盟博览
会林木展上，外国
客商对林业副产
品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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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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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中新互
联互通南向通道
班列（昆明—钦
州港）从云南昆
明 桃 花 村 站 始
发。中新互联互
通南向通道是由
中国西部省区市
与新加坡等东盟
国家利用多种运
输方式打造的国
际 贸 易 物 流 通
道。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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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东盟博览会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图片由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中心提供）图为中国—东盟博览会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图片由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中心提供）

中国—东盟博览会
中国—东盟博览会（下文简称“东博会”）

是由中国商务部和东盟 10国经贸主管部门
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承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经贸交流盛会。

东博会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建设、共享合作与发展机遇”为宗旨，
涵盖商品贸易、投资合作和服务贸易三大
内容，致力于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升级发展的服务平台、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多领域交流的公共平台、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合作的核心平台。

★往届风采集萃

2003年10月 第七次中国—东盟“10+
1”领导人会议上，中方倡议从2004年起每年
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
这一倡议得到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普遍欢
迎，并写入了会后发表的主席声明。

2004年11月 首届东博会成功举办并
永久落户南宁。

2005年 10月 第 2 届东博会首次推出
“魅力之城”专题。此后每届东博会上各主
办国选择本国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作为“魅
力之城”，综合展示其在贸易、投资、科

技、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发展和商机。
2007年 10月 第 4 届东博会确定文莱

为首个东博会主题国。此后东博会每届确
定一个东盟国家为主题国，主题国一般按
东盟国家国名英文首字母顺序一次出任。

2014年 9月 第 11 届东博会首次设特
邀合作伙伴。此后每届东博会根据有关国
家的申请和筹备情况，由东博会秘书处代表
东博会各共办方邀请中国和东盟以外的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成员国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担任特邀合作伙伴，澳大
利亚、韩国、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已相继成
为东博会特邀合作伙伴。此外，从 2014 年
起，每届东博会突出“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主题，积极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在重
点合作领域推出先行项目、实现早期收获。

2017年10月 第14届东博会以东盟建
立 50周年、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为契机，
突出“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助推
区域经济一体化”主题。博览会首次设置文
化创意市集，专设国际（东盟）特色商品展区。

★本届精彩内容

2018年9月12日至15日 第15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在中国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主题为“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构建中国—东盟创新共同体”。紧扣“一带

一路”倡议，本届东博会展览内容继续设
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先进技
术、“魅力之城”五大专题。

在 4天会期内，主办方将举行主题国领
导人与中国企业首席执行官圆桌对话会、中
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首届“一带一路”新
经济发展论坛、首届“一带一路”青年领袖论
坛、中国—东盟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论坛、中
国—东盟商事法律合作研讨会。另外，南宁
还将举办《对话—15 年峰会铸就辉煌》访谈
节目并举办峰会 15周年杰出贡献人物颁奖
仪式，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凝聚共识。

柬埔寨为本届东博会主题国，坦桑尼亚
为本届特邀合作伙伴。 （高 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