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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国际时评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0 日至 11 日赴越南岘港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不久前胜利闭幕的中共十九大擘画出中国
发展新蓝图，站在新时代开启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国
的发展将为亚太带来新机遇，促进亚太地区共同繁
荣。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的不
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增长分化加
剧。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亚太地区孕育着希
望，也承担着巨大责任。

从 2014 年 APEC 北京会议到 2015 年 APEC 马
尼拉会议，从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再到 2016 年
APEC 利马会议，开放发展、改革创新、共商共建共
享……中国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发展理念和经济治理方
案，精准把脉世界经济形势，引领亚太共同发展。中国
梦与亚太梦同频共振，交相辉映。

亚太梦的中国指引，在于中国倡导开放发展，反对
自我封闭，共同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放是
亚太经济的生命线。在 APEC 北京会议上，习近平主
席描绘了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的宏伟画卷，其中一大
亮点就是要建设开放型的亚太经济。

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APEC 北京会议启动亚太

自由贸易区进程，迈出历史性一步。建设亚太自贸
区，是 APEC 成员迈向更高水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新起点，将为亚太经济长期增长和共同发展增添新
活力。

亚太梦的中国指引，在于中国主张以改革创新
释放发展动能，增强内生动力，注重协调与治理，促
进亚太持续和包容性发展。2015 年的 APEC 马尼
拉会议，中国主张用改革和创新两只手一起发力，拧
动亚太经济的阀门，释放强大动力。

2016 年，习近平主席在利马 APEC 工商领导人
峰会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亚太发展到今天，每迈
出一步都要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强调了促
进改革创新、增强内生动力的重要性。而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的《创新增长蓝图》，也强调了改
革创新的重要意义，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

亚太梦的中国指引，在于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
享，让中国与亚太联动发展，同频共振，实现亚太和世
界共同繁荣。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
要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
动，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实现共赢和共享发展。“一带一
路”建设将中国与亚太和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为区域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强大动力。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
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
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中共十九大报
告为未来中国与亚太和世界的良性互动标注了正确
方向。

中国新时代是世界的机遇。从“打造国际合作新平
台”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从互联互通，到共商共
建共享，中国秉持的合作共赢发展理念，让中国与亚
太和世界拥抱，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记者闫亮)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新华社河内 11 月 8 日电(记者乐艳
娜、陶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
略智库和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联
合主办的“中越智库论坛：中共十九大暨
APEC 框架下中越合作研讨会”8 日在
越南首都河内开幕。

来自中国和越南的 30 余名专家和
学者将在一天的日程内围绕中共十九
大的主要成果、中越关系发展、亚太经
合组织(APEC)框架下的中越合作等话
题开展研讨。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
民在开幕会上致辞时表示，中国社科院
和越南社科院在中共十九大刚刚闭幕和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即将对越进行
国事访问的背景下，联合举办智库研讨
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次论坛为两
国的专家学者开展高水平的对话交流搭
建一个重要平台，希望专家们充分交流，
增进了解，同时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中
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汇聚共识，为
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贡献智

慧。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越关系将
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越南社科院院长阮光瞬在发言时表
示，越中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需要新的政策和措施，以务实、健康、
有效和更为广泛的方式加强两国在共享
发展经验、平衡贸易、促进各领域交流等
方面的合作。越南共产党和政府一直尊
重并真诚希望与中国发展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支持中国继续为保证地区和
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作的努力。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越南社
科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杜进森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在十九大召
开后将越南作为首访对象，充分说明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对越中关系的重
视。此次访问将使两国关系上升到一
个新的台阶，增加两国的政治互信，推
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
稳定、积极发展。同时，还将深化两国
的务实合作，造福于人民，共同努力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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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7 日，在越南首都河内，一名观众在《孔子的智慧》文化展上阅读书

籍。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联合主办，越南图书报刊进出口
公司、中国外文局承办的《孔子的智慧》文化展 7 日在越南文化艺术展览中心正式
开幕。该展从“孔子的生平”“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思想对后世的影
响”以及“寻访孔子故里”等角度，深入展示孔子的智慧和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新华社记者王迪摄

《孔子的智慧》文化展在越南开幕

新华社越南岘港 11 月 8 日电(记者战艳、徐海静、
陶军)半年前，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经营摄影工作室
的华人庞钧开通了支付宝，中国顾客在国内用支付宝
付费，来澳拍照省去了付款的麻烦。在马来西亚，阿里
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近日宣布启动世界电子贸易
平台，中小企业和年轻人可利用这一平台在全球范围
买卖货物、获得融资、完成支付及发送。

数字经济时代，在中国涌现出一系列创新成果：网
购、数字支付和共享单车等。中国创新经济迸发的巨大
活力引起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关注，也契合了今
年 APEC 岘港会议“打造全新动力，开创共享未来”的
主题。

根据美国网上支付系统“贝宝”发布的白皮书，数
字支付的演进对亚太地区消费者和商户的财务产生了
深刻影响，而中国正在引领数字支付浪潮。

中国互联网经济创新的浪潮正在影响整个亚太地
区。“泰国版阿里巴巴”“菲律宾版微信”“印尼版滴
滴”……许多在中国热门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在亚太多
个地区实现了本土化。诸多创新、有活力的领军企业正
参与改变世界沟通、消费和出行的方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说，中

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开放型亚洲经济和世界经济发
展，亚太地区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而创新将是
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作为 APEC 重要成员，中国蓬勃发展的创新经
济为亚太区域合作不断注入新动力，拓展区域自由
贸易正从实体经济领域进入互联网经济领域。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说，中国期待今年
APEC 会议取得的成果之一，便是全方位推动贸易畅
通，批准《APEC 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框架》。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在 APEC 会议周期间发
表声明说，面对互联网经济等新形式，各经济体都在
想方设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APEC 提供了绝佳平
台，各成员经济体可以在此协调立场、实施新政策、鼓
励创新。

香港中文大学创业研究中心主任马旭飞表示，中
国移动互联网应用创新、模式创新、支付创新创造了
一些新行业。中国正从引进先进技术转为输出商业模
式。

中国创新经济的发展将利好亚太地区其他经济
体。彭博经济学家陈世渊认为，中国创新经济快速发
展，对亚洲其他经济体有正面的溢出效应，将助力后
者产业升级。他说，中国创新经济龙头企业资本雄厚、
辐射市场较大、有技术和人才优势，可有效降低其他
亚洲经济体发展创新经济面临的“门槛”。

陈世渊认为，中国的创新经济不仅属于中国，也
属于亚洲；共同发展新经济、实现地区经济繁荣，将是
促进亚太经济一体化强劲而持久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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