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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时事 A03

习近平会见老挝奔舍那家族友人
奔舍那家族部分子女曾同习近平在八一学校同校
李克强出席第 20 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
会议时提出六点建议

共建东亚经济共同体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万象下榻饭店会见老挝奔舍那家族友人。
新 华 社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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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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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出席玛霍索综合医院奠基仪式
同日习近平向老挝无名战士纪念碑敬献花圈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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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中
方陪同人员参加上述活动。老挝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万象市委书
记兼市长辛拉冯，老挝党中央政
治局委员、副总理宋赛参加有关
活动。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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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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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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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