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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并对越南、老挝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11 月 14
日，在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越南社会主

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事访
问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
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
机抵达。

习近平再次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
（上接 1 版）
民生领域合作力度，让两国人民从中
签字仪式后，习近平同本扬亲切 老合作中多受益、早受益。要密切多
道别。老挝少年儿童向习近平献上鲜 边协调和配合，继续在彼此关心的问
花。
题上相互支持。中方支持老方当好澜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中方陪 沧江-湄公河合作 2018 年共同主席国。
同人员，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通伦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同志
央书记处书记、党中央办公厅主任坎 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相信在以
潘，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中 共 中 央 领 导
宋赛，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宋迪等参 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实现伟大战略
加上述活动。
目标的新征程中不断取得新胜利。这
新华社万象 11 月 14 日电 （记者骆 对 老 挝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也 将 是 巨 大 鼓
珺 郑晓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舞。老挝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国家
席习近平 14 日在万象国家会议中心会 主席来访期待已久。相信这一历史性
见老挝总理通伦。
访问将极大促进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
习近平指出，中老是山水相连的 伴关系。老方愿同中方一道，认真落
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源远流 实此访成果，深化老中各领域交流合
长。我同本扬总书记、国家主席一致 作，打造两国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
认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中老关
新华社万象 11 月 14 日电 （记者霍
系，要着力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 小光 王丰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命运共同体。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老 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万象国家会议中心
挝关系，将继续坚定奉行对老挝友好 会见老挝国会主席巴妮。
政策，相信老挝人民将在革新开放事
习近平强调，中老政治制度相
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同，理想信念相通，前途命运相连，
习近平强调，中老双方要继续保 共同利益广泛，合作潜力巨大。中方
持 高 层 接 触 ， 深 化 治 党 治 国 经 验 交 高度重视发展同老挝关系，愿同老方
流，加强防务及执法安全领域合作， 继续秉承“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彼
增进人民友好感情，不断丰富和发展 此 信 赖 、 全 面 合 作 ” 十 六 字 方 针 和
高度互信、互助、互惠的中老全面战 “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略合作伙伴关系。中老合作互补性很 精神，落实好这次访问期间中老两党
强，双方要稳步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 两国领导人就推进新时期中老全面战
设，确保中老铁路建设顺利推进，拓 略合作达成的共识，共同打造中老具
展能源资源、电力、金融等领域合作 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广度深度，加大教育、医疗、脱贫等
习近平积极评价老挝国会为中老

关系发展作出的贡献。习近平指出，
中国全国人大同老挝国会交流合作是
中老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望两国立法机构保持高层往来传
统，加强对口机构和地方议会交流，
深化治国理政、发展规划、立法工作
经验互学互鉴，密切在多边场合的协
调和配合，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作出新贡献，为深化两国睦邻友好和
全面合作增添新动力。
习近平向巴妮介绍了中国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有关经验。
新华社万象 11 月 14 日电 （记者郝
薇薇 商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 14 日在万象下榻饭店会见老
挝奔舍那家族友人。
习近平表示，时隔 7 年再次同老同
学、老朋友们相聚，看到你们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我感到格外高兴。奔舍那家
族是中国的好朋友、老朋友。这几年，
大家在不同岗位上努力为两国友好事
业作贡献。希望你们继续投身中老友
好事业，培养子孙做两国友好的接班
人，让两国友谊世代相传。
习近平强调，奔舍那家族同中国
的友谊已经成为两国友好的一段佳
话，是国家间讲平等、重感情的典
范。你们了解中老两国文化和历史，
现在又是两国友好事业的直接参与
者，担当着中老友好使者和桥梁的角
色。老挝是中国铁杆朋友。当前，中
老关系不断发展，合作空间更为广
阔。我这次访问老挝，同老挝党和国

家领导人就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共
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
体达成新的重要共识。我们要永远铭
记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友好交往的传统
历史，继续肝胆相照，不忘初心，秉
承传统友谊，弘扬革命传统，为中老
友好事业不断贡献力量。
习近平特别叮嘱奔舍那家族的下
一代年轻人，强调青年人不仅是两国
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也是中老友好
事业的未来。希望他们做两国世代友
好的传承者和接班人，牢牢抓住中老
关系发展的契机，为打造中老具有战
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奔舍那家族友人见到习近平十分
激动，表示，作为老校友，我们一直
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我们高兴地看
到您在中共十九大再次当选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一个大国
领导人如此牵挂故友，令人十分感
动。现在我们家人虽然工作在不同岗
位，但一定初心不改，牢记使命，为
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识、巩固老中
传统友谊作出贡献，不负您同我们的
友好情谊。衷心祝愿中国人民早日成
功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参加会见的老挝前外交大臣贵宁·
奔舍那长子甘乔、四女开芸、次子萨
马诺、三子宋玛、四子宋玛克、五女
开玛尼、五子宋宝、六子宋朋等曾于
上世纪 60 年代在北京生活、学习。当
时，奔舍那家族部分子女曾同习近平
在八一学校同校。

习近平同本扬一道出席玛霍索综合医院奠基仪式
新华社万象 11 月 14 日电（记者刘
华 李建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 14 日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在万象一道
出席玛霍索综合医院奠基仪式。
习近平乘车抵达玛霍索综合医院
时，本扬在停车处迎接。习近平和本扬
共同观看玛霍索综合医院项目效果图
展板，听取中方总建筑师关于项目的介
新华社记者凌朔 郝薇薇

绍。奠基仪式开始。习近平和本扬走上
主席台，共同为奠基石培土，撒上鲜花。
奠基仪式后，习近平和本扬共同前
往医院住院部大楼，同中方援老眼科医
护人员简短交流，合影留念。习近平称
赞中方医护人员作为光明和友好使者，
不仅为老挝患者带来了光明，也为夯实
中老友好的民意基础作出了积极贡献，
体现着新时代的国际主义精神。习近平

和本扬进入眼科病房，听取中方医护人
员介绍。医护人员现场为接受中方白内
障手术治疗后康复的两名老方病患揭
开眼罩。习近平祝愿两名患者早日康
复，家庭幸福。重见光明的老挝患者激
动地感谢中国政府派医护人员救治，使
他们重新开始幸福生活。
习近平指出，中老合作要多向民生
领域倾斜，使更多当地民众获益。硬件

有了，还要加强软件建设。两国卫生主
管部门要加大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共
同提高医疗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玛霍索综合医院是中国为老挝援建
的民生领域标志性项目，
系在玛霍索现有
医院基础上新建扩建，
旨在帮助老挝改善
医疗条件，
预计于2021年投入使用。
同日，习近平向老挝无名战士纪念
碑敬献花圈。

不忘初心同窗情

11 月 14 日的老挝万象，
阳光格外明
媚。
地标饭店贵宾厅里，
充满家一般的温
馨。
在对老挝繁忙的国事访问期间，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抽时
间在下榻饭店会见了老挝奔舍那家族友 挝杰出政治家、外交家。1961 年中老建
奔舍那家族友人表示，我们很高兴
奔舍那家族第三代成员、开玛尼的
人。
交前，时任外交大臣的贵宁多次前往中 地看到您在中共十九大再次当选中共中 儿子宽坎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说：
“我们
会见上午 9 时许开始。习近平同前 国，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一个大国 要以习总书记为榜样，
牢记他的教诲，
把
来参加会见的奔舍那家族友人一一握 国政治家结下深厚友谊。上世纪 60 年 领导人如此牵挂故友，
令人十分感动。
现 老中友谊传承下去。
”
手、互致问候。
见到开芸·奔舍那，
习近平 代，贵宁子女中的 8 人在北京金鱼胡同 在我们虽然工作在不同岗位，但一定初
对于参加会见的奔舍那家族成员来
问候道：
“开芸大姐，您身体挺好的啊！” 开始了数年的北京生活，
直至 1969 年离 心不改，
牢记使命，
为落实两党两国领导 说，
这场会见，
饱含的不只是历经半个多
见到当年在北京八一学校的同窗、绰号 开。
他们先后在北海幼儿园、史家小学和 人共识、巩固老中传统友谊作出贡献，
不 世纪的同窗情谊，更有跨越数千公里的
叫
“小胖子”
的萨马诺·奔舍那，
习近平高 八一学校就读。
在八一学校，
他们与学生 负您对我们的友好情谊。
大国情怀，
是中老两国永做好邻居、好朋
兴地说：
“我看你很精神嘛。
”
时代的习近平相识相交，开始了一段跨
“奔舍那家族是中国的好朋友、老朋 友、
好同志、
好伙伴的最真切诠释。
……
越世纪的友情。
友。
这几年，
大家在不同岗位上努力为两
谈及刚刚结束的同习近平总书记的
在座的奔舍那家族成员代表男士系
会见中，宋玛起身准备代表家族发 国友好事业作贡献。希望你们继续投身 会面，开玛尼激动难抑：
“我总是想到习
着红色领带，
女士穿着红色系筒裙。
在老 言，
习近平特地关照他
“坐下吧”
。
发言中 中老友好事业，培养子孙做两国友好的 总书记的那句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挝传统中，
这样的装束代表喜庆，
更代表 提到习主席的关怀时，宋玛几度哽咽： 接班人，让两国友谊世代相传。”习近平 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作为老中合作
尊重。
“您在老挝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特别 勉励他们。
委员会主席，如何把两国跨越半个多世
“很高兴和奔舍那家族代表见面，
你 提到家父以及您在十分紧凑的行程中专
会见结束时，习近平把一张装裱在 纪的友好与合作推进到新时期、新高
们中很多都是我的老同学。
时隔 7 年，
再 门抽空和我们兄弟姐妹见面，让我们深 相框里的 2010 年会见奔舍那家族时的 度，这就是我的努力方向。
”
次同老同学老朋友们相聚，看到你们身 刻体会到关山有限情无限。
”
照片，
作为礼物赠送给奔舍那家族友人。
（新华社万象 11 月 14 日电）
体健康、家庭幸福，我感到格外高兴。我
一直都很惦记你们。
这次来老挝访问，
我
嘱咐外交部，无论如何也要安排时间见
见你们。
”
习近平说。
代表奔舍那家族成员发言的宋玛回
答：
“真诚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
11 月 14 日，市环保局发布了我市 13
会见我们。
”
综合指数
PM10（μg/m3）
PM2.5（μg/m3）
个区市县前 10 个月环境空气质量“成绩 排名
从当时奔舍那家族几个男孩子穿的
区域 指数
同比
区域 浓度 同比
区域 浓度 同比
单”，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个月我市市区综
古铜色灯芯绒裤子，到奔舍那姐弟在学
1 长海县 3.47
/
旅顺口区 54 改善 4% 中山区 31 改善 6%
合指数均值为 4.21，同比改善 4.5%，PM2.5
校打扫卫生的场景，近半个小时的会见

——记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会见老挝奔舍那家族友人

长海县 庄河市 西岗区位列前三甲

市环保局发布13个区市县前10个月空气质量排名

中，习近平回忆起奔舍那家族在北京生
活和在八一学校学习的点点滴滴。习近
平说：
“奔舍那家族同中国的友谊已经成
为两国友好的一段佳话，是国家间讲平
等、重感情的典范。
你们了解中老两国文
化和历史，现在又是两国友好事业的直
接参与者，担当着中老友好使者和桥梁
的角色。
”
习近平还说：
“我向老挝同志提出，
中老合作要更多地倾斜在民生上，让老
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
”
听着习近平的话，在座的奔舍那家
族友人非常感动，
有的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幕幕画面，
时隔半个多世纪，
如电
影一般映入眼帘；
一个个故事，
更如同是
纽带，把跨越山川的中老友谊紧紧连结
在一起。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
参加会
见的奔舍那家族友人中，有 8 位是曾经
在中国生活过的同胞兄妹。他们的父亲
贵宁·奔舍那是推动中老两国建交的老

均值 35 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PM10 均值
2 庄河市 3.75 改善 2.6% 花园口 55 改善 20% 长海县 31 改善 6%
59 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9%。按综合指
3 西岗区 3.82 改善 10.1% 西岗区 56 改善 8% 高新区 32 改善 11%
数 排 名 ，长 海 县 3.47，空 气 质 量 最 好 ；按
4 花园口 3.93
/
长海县 56
/
西岗区 32 恶化 7%
PM10 浓度值排名，旅顺口区最佳，均值为
5
旅顺口区
3.99
改善
3.4%
金普新区
57
改善
7%
庄河市 33 改善 18%
54 微克/立方米，按 PM2.5 浓度值排名，中山
区最好，均值为 31 微克/立方米。
6 高新区 4.02 改善 12.2% 长兴岛 58 改善 9% 旅顺口区 34 恶化 3%
从表中可以看出，今年前 10 个月除长
7 长兴岛 4.06 恶化 2.8% 庄河市 58 改善 6% 金普新区 35 改善 3%
兴岛、金普新区外，其他各区市县空气质量
8 金普新区 4.18
持平
市区均值 59 改善 9% 沙河口区 35
持平
综合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都出现了不同成
9
市区均值
4.21
改善
4.5%
中山区
59
改善
8%
市区均值
35
持平
度的改善，其中普兰店区、高新区和西岗区
同比改善程度达到 10%以上；前 10 个月各
10 普兰店区 4.29 改善 13.3% 沙河口区 61 改善 8% 长兴岛 36
持平
区市县 PM10 浓度除瓦房店与去年同期持
11 中山区 4.31 改善 5.7% 高新区 62 改善 14% 花园口 37
/
平外，其他各区市县都有明显改善，其中花
12
瓦房店市
4.4
改善
5.4%
甘井子区
65
改善
11%
甘井子区
38
改善
5%
园口改善幅度最大，同比改善 20%；从前
13 沙河口区 4.46 改善 4.9% 普兰店区 70 改善 3% 瓦房店市 44 改善 8%
10 个月 PM2.5 浓度看，沙河口区、长兴岛与
去年同期持平，中山区、长海县、高新区、庄
14 甘井子区 4.47 改善 7.1% 瓦房店市 72
持平 普兰店区 47 改善 8%
河市、金普新区、甘井子区、瓦房店市、普兰
店区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不同成度改善，其
备 注 ：1.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表 明 综 合 污 染 程 度 越 重 ；2. 长 海 县
中庄河市改善幅度最大，同比改善 18%， 是 通 过 对 SO2 、NO2 、PM10 、PM2.5 、CO、 PM10 和花园口 PM2.5 仪器故障，2016 年
西岗区、旅顺口区与去年同期相比，PM2.5 O3 等六项污染物的阶段性综合评价， 1-10 月有效数据不足；3.长兴岛按长
浓度均值分别恶化了 7%、3%。
反映区域的空气质量水平，数值越大 兴岛三堂和交流岛点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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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出席第 20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
会议时强调

构建理念共通、繁荣共享、
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马尼拉 11 月 13 日电（记者
陈瑶 许林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
时间 11 月 13 日下午在菲律宾国际会议
中心出席第 20 次中国-东盟（10+1）领
导人会议。东盟十国领导人与会。李
克强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共同主持
会议。
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今年是东盟
成立 50 周年，中国对东盟的发展进步
感到高兴，对东盟未来前景充满信心。
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
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
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始终
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坚持
与东盟做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
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构建理念共
通、繁荣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李克强指出，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从现在
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发展作出战略部
署，确定了宏伟目标，这将给中国和世
界各国合作提供更多机遇和更广空
间。李克强就面向未来推动中国-东盟
关系更上层楼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共同规划中国-东盟关系发
展愿景。制订“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
系 2030 年愿景”，将“2+7 合作框架”升
级为“3+X 合作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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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
发展规划对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
互 通 总 体 规 划 2025》的 对 接 ，深 化 经
贸、金融、基础设施、规制、人员等领域
的全面合作。
第三，稳步加强双方政治安全合
作。密切高层往来，加强政策沟通对
话，深化政治安全合作，增进相互理解
与信任，加强司法和打击跨国犯罪、反
恐、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第四，进一步拉紧经贸合作纽带。
希望所有东盟国家尽快批准中国-东盟
自贸区升级议定书，让自贸区升级成果
尽早惠及双方。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为建设
东亚经济共同体奠定基础。推动一批
国际产能合作重大项目落地。中方愿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在金融领域同
东盟国家开展力度更大的合作。
第五，不断提升人文交流合作水
平。推动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再上新台
阶。未来三年中国将向东盟十国提供
不少于 2 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
中方倡议实施“中国-东盟人才发展计
划”，2018 年为东盟提供 3000 个研修
名额，加强双方在经贸、农业、科教文
卫、公共管理、交通运输等领域能力建
设合作。中方赞同将明年确定为“中
国-东盟创新年”，愿在未来 5 年内安排
500 人次东盟青年科学家赴华从事短
期科研工作，培训 1200 人次东盟科学
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 10 家联合
实验室，以科技创新引领双方全方位创
新合作。
李克强强调，中方倡议此次会议正
式宣布启动“南海行为准则”下一步案
文磋商。
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表示，东盟与
中国关系保持着强劲、稳定、互惠发展
势头，成为东盟最具实质性的对外伙伴
关系之一。过去一年双方经贸、人文等
交流合作再结硕果。相信本次领导人
会议将为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指明方
向。东盟积极评价双方正式启动“南海
行为准则”案文磋商，这体现了当前南
海局势稳定的积极趋势和双方致力于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共识。
会议通过《中国-东盟关于进一步
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的联合声
明》、
《中国-东盟关于全面加强有效反
腐败合作联合声明》、
《中国-东盟旅游
合作联合声明》和《未来十年南海海岸
和海洋环保宣言（2017-2027）》等成果
文件。
李克强和东盟十国以及对话伙伴
国领导人还共同出席了 12 日晚举行的
庆祝东盟成立 50 周年纪念活动和 13 日
上午举行的本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
会议开幕式。

李克强出席第 20 次东盟与中日韩领
导人会议时强调

凝聚共识 加大投入
共同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
新华社马尼拉 11 月 14 日电（记者
黎藜 潘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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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