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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 10 國與中國交往歷史悠久。進入 20 世紀
末，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速，推
進中國與東盟的交往合作是雙方的共同需要，2002
年《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訂，
啟動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十年過
去了，雖然偶歷風雨，但鐵一樣的事實說明，加強
中國與東盟間的全面經濟合作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
擇。

20世紀90年代，中國與東盟的關係迅速發展，
雙邊貿易額不斷上升。隨雙方關係歷史上最好時
期的到來，中國與東盟雙邊友好合作的步伐也在加
快：1997 年 12 月，中國與東盟最高領導人首次會
晤，確立了中國與東盟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
夥伴關係；2000年11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四次中
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首
次提出了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2002
年11月4日，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的第六次東盟
與中國領導人會議上，朱鎔基和東盟10國領導人簽
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總體
確定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基本框架，宣布
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貿區進程正
式啟動。這標誌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進入一個
新的歷史階段。

隨中國與東盟 10 國簽署的《貨物貿易協
議》、《爭端解決機制協議》和《服務貿易協議》
等自貿區框架下的一攬子法律協議的施行以及2010
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正式啟動，2011年，中
國—東盟雙邊貿易額達到 「創紀錄的」3628.5 億美
元，比十年前增長了5.6倍，年均增長率超過20%。
10年來，雙邊貿易發展迅速。中國已連續第3年成

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超過日本，成為中
國第三大貿易夥伴。今年前 7 個月，雙邊貿易額
2205.7億美元，同比增長9%，高於中國貿易總體增
速。中國對東盟的投資也保持快速增長，東盟已成
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重要目的地。近年來，中方
還通過設立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優惠信貸等
多種形式，向東盟提供資金支持。截至2012年6月
底，中國與東盟雙向投資累計近930億美元。

實踐證明，當初《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
架協議》設定的目標符合中國和東盟雙方利益，有
力地加快了雙方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進程，拓展了經
貿合作的廣度和深度。

作為全面落實、體現《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
框架協議》的重要平台，中國—東盟博覽會於2004年
開始在廣西南寧固定舉辦，至今已經舉辦了八屆。有
人曾擔心，中國—東盟自貿區啟動後，中國—東盟博
覽會的載體功能將會被弱化，然而，數據顯示，博覽
會舉辦以來，中國與東盟十國簽訂的項目總投資額已
由首屆博覽會的 13.43 億美元，上升至第八屆博覽會
的35.7億美元，投資總額增長了2.66倍，全國共計有
26 個省（區）市先後在博覽會上簽約亮相，隨中
國─東盟博覽會知名度的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中國
和東盟企業慕名而至，借助這一重要載體和平台，在
這裡尋找商機、洽談合作。

超越經貿意義的亞太盛會
「11 國搭台，19 億人唱戲，70 億人喝彩」，中

國—東盟博覽會從產生之日起，就以中國和東盟11國
共同舉辦、11國領導人共同推動為制度基礎，以《中
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為法律依據，實踐
我國 「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集
政治、外交、經貿和人文為一體，在實踐過程中摸索
出了以政治外交帶動經貿以及多領域合作，以經貿帶
動教育和文化合作的舉辦模式，突破了一般性商貿展
會的內涵，發揮中國與東盟在政治、經濟、文化的
互利合作的平台作用，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顯著成效。

自 2004 年首屆博覽會舉辦以來，共有 42 位中國
和東盟國家領導人、1500 多位部長級貴賓出席博覽
會。共有 31.6 萬名客商參會；貿易成交額 116.9 億美
元，簽約國際項目投資額491.72億美元，簽約國內合
作項目投資額 4759.02 億元。博覽會期間，各國領導
人、中國有關部委領導、東盟國家政府相關部門領導
與中國各省區市領導的會見，通過一系列會見會談，
增進了解與互信，加深了雙邊睦鄰友好、達成合作發
展共識，通過了一系列以 「南寧共識」、 「南寧倡
議」命名的會議文件，務實地推動了中國與東盟多領
域交流與合作。

與此同時，博覽會充分強調文化參與，注重經貿
活動與文化交流相結合，推介洽談與研討諮詢相結
合，使文化交流、文化產業合作成為博覽會的正常職
能，促進了中國與東盟間文化要素的雙向互動。與博
覽會同期舉辦的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和南寧國
際民歌藝術節，安排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活
動，增進了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友誼，憑藉中國與東
盟地緣相鄰、文化相通的有利因素，拓展了雙邊在文
化產業、旅遊產業、影視產業、演出娛樂產業、音像
出版產業、文學藝術產業等領域的合作空間。

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經過八屆的實踐，為
加強中國與東盟的戰略夥伴關係，促進中國—東盟自
由貿易區的如期建成，深化區域內雙邊及多邊的經貿

合作，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港資閃耀博覽會
香港作為亞太乃至世界重要的金融和貿易中心，

港資、港企歷來都是每一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的高光
群體。自首屆中國—東盟博覽會舉辦以來，香港政界
商界就一直積極支持和參與博覽會。作為博覽會的協
辦單位之一，每屆博覽會香港貿發局均會布置約 300
平米的香港展廳綜合展示香港的投資、旅遊、服務貿
易等方面內容。自 2004 年首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以
來，港商通過博覽會平台共投資廣西 320 個項目，總
投資 141.8 億美元。香港已成為連續八屆博覽會最大
的投資來源地區。

近年來，隨國際經融危機的蔓延，國內外經濟
發展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東部沿海地區製造業
「騰籠換鳥」轉型升級的步伐不斷加快，包括港資企

業在內不少製造業逐漸向西部地區和東盟地區尋找轉
移發展的空間。中國—東盟博覽會舉辦地廣西，尤其
是其北部灣經濟區毗鄰粵港澳、面向東盟，以其區位
及資源等優勢，正吸引越來越多在中國東部投資興辦
的港資企業產業轉移於此，並享受中國—東盟自貿區
降稅優惠，將產品銷往東盟市場，同時也通過中國—
東盟博覽會逐步向東盟國家轉移生產。

分析人士認為，香港與東盟的合作具有很強的互

補性，而中國—東盟博覽會設置的內容符合香港與東
盟開展各方面合作的需求。香港可以通過中國—東盟
博覽會平台，以中國—東盟自貿區零關稅和推進泛珠
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為契機，促進香港與東盟各國的貨
物貿易、投資合作、服務貿易以及文化交流，積極推
進香港特區政府與東盟各國政府部門之間、行業協會
之間、企業之間的多層次合作關係，在中國與東盟的
「10+1」合作中獲得金融業、製造業、旅遊業、服務

業等優勢領域的合作商機。

今年已經舉辦到第九個年頭的中國—東盟博覽
會、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務實促進了中國東
盟雙方貿易、服務、投資等多領域合作，推動了中
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同時也對主辦地廣西
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使得廣西
躍居國家對東盟開放合作戰略的前沿，成為區域合
作的一個重要交匯點。

博覽會具直接效應
九年來，每年固定在廣西南寧舉辦的中國—東

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 「兩會」，
積極圍繞中國東盟合作和自貿區建設，建立了十一
國共辦三級架構、主題國機制、魅力之城等一系列
工作機制，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也日漸成為促進中
國東盟文化交流的國際盛典。

作為中國─東盟博覽會的舉辦地和距離東盟最近
的國內省區之一，廣西佔據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
更憑藉獨特的區位優勢、豐富的資源優勢、疊加的政
策優勢、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成為歷屆博覽會投資
合作的最大受益者。據專家測算，每年中國—東盟博
覽會直接貿易投資額便拉動廣西1.9%-2.4%GDP增長。
八屆博覽會廣西共簽訂國際合作項目739個，總投資額

339.46億美元。其中，廣西對東盟投資項目140個，總
投資額28.56億美元；東盟對廣西投資項目101個，總
投資額54.92億美元。

過去的八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東盟商
務與投資峰會，以一份又一份驚喜和收穫回報了勤
勞的廣西人。

博覽會推動廣西區情發生深刻變化
伴隨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成長，主辦地——廣

西正以自信的氣度、開放的胸襟、國際化的視野走出
中國、走進東盟、走向世界；昔日的邊陲之地，也一
躍成為連接多區域的國際大通道、交流大橋樑、合作
大平台。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深入推進，廣
西區情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廣
西成為中國對東盟開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

廣西最為突出的優勢在於區位，對內，她背靠
大西南，毗鄰粵港澳，地處我國華南、西南和東盟
三大經濟圈結合部，良性互動東中西；對外，她是
我國與東盟之間唯一既有陸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
區域，一灣相挽十一國。借力中國—東盟博覽會、
北部灣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國—東盟自貿區建
設等一系列東風，廣西抓住區域合作機遇，深度整

合港口、資源、環境、政策等優勢，進一步擴大對
外開放和互利合作，形成了開放發展的嶄新格局。

自從博覽會落戶廣西以來，廣西每年都組織龐
大的經貿代表團出訪東盟各國。東盟各國也每年組
團來廣西參加博覽會。雙方建立了互訪機制，各領
域交流不斷深化。越南、柬埔寨、泰國、老撾、緬
甸 5 個國家相繼在南寧設立了領事機構，東盟十
國、日本、韓國及中國香港、澳門則在南寧建立了
商務聯絡部。

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牽引下，廣西
也正由交通路網的 「神經末梢」，加速向 「國際樞
紐」轉變：有 「一廊連七國」之稱的南寧—新加坡
經濟走廊建設取得初步成效。廣西已開通到東盟國
家的9條國際航線和南寧至越南的國際列車，開工3
條與東盟國家相連的高速公路和與越南對接的第二
條鐵路，廣西通往周邊地區的海陸空國際大通道已
經成型，作為我國對東盟開放合作前沿陣地的北部
灣經濟區內正在形成 「一小時交通圈」。隨基礎
設施建設的逐步完善，一個以港口為龍頭，以陸路
和空港為大通道，以保稅物流體系和物流園區為關
鍵節點，以快速通關為保障，服務和輻射多區域的
新興資源配置中心正在廣西日漸成型。

2011 年，廣西地區生產總值、全社會固定資產
投資、規模以上工業生產總值等 7 項經濟指標首破
萬億元人民幣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而 「東盟因
素」則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年，廣西
與東盟的貿易額達到95.6億美元，東盟已連續13年
成為廣西最大的貿易夥伴；廣西與東盟各國已互為
重要客源地，廣西接待的外國旅遊者中 40%以上是
東盟遊客。按照規劃，預計2015年廣西經濟總量超
過 2 萬億元，廣西將加快構建國際區域經濟合作新
高地，打造沿海經濟發展新一極，為促進中國—東
盟雙邊合作發揮更大作用。

歷史的選擇：歷史的選擇：
《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簽訂十年回眸《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簽訂十年回眸

九載辦盛會萬商匯集 八桂成通衢聯動八方

八桂大地展雄姿——桂林至北海高速公路南
寧三岸互通立交 （廣西交通新聞中心供）

溫家寶總理和納吉布總理共同轉動金鑰匙開啟中
馬友誼之門 謝勇雲攝

欽州市政府領導與馬來西亞官員在協議上簽字，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
郭聲琨（左九）以及馬方其他官員參與見證 謝勇雲攝

中國—馬來西亞欽州產業園區 向玉萍攝

▲在東興萬通物流貨場，等待通關出口的貨▲在東興萬通物流貨場，等待通關出口的貨
物把物流貨場擺得滿滿當當物把物流貨場擺得滿滿當當 陳義才攝陳義才攝▲▲

首屆中國—東盟（柳州）汽車、工程機械首屆中國—東盟（柳州）汽車、工程機械
及零部件博覽會全景圖及零部件博覽會全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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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盟合作·廣西篇》

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東盟博覽會：
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友好往來的紐帶與助推器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友好往來的紐帶與助推器

中國新聞 港聞 台灣新聞 賽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