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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第九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將
於21日至25日在廣西南寧舉行，中國商務
部辦公廳副主任陳國凱20日上午在南寧宣布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將出席於21日開
幕的第九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緬甸總統吳
登盛、老撾總理通邢、越南總理阮晉勇、馬
來西亞副總理穆希丁、泰國副總理吉迪拉等
東盟國家領導人也將出席這一盛會。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消息：陳國凱表示，中國和東
盟國家領導人的高規格出席，將進一步促進中國─東盟
友好合作。政要雲集的第九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凸顯
了其在區域合作中發揮的作用不可替代。

五大看點值得期待
據陳國凱介紹，這屆博覽會期間，將同期舉行第九

屆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和 2012 中國─東盟自由
貿易區論壇。這些活動將起到以高層友好往來促進經貿
合作的作用，使雙方良好的政治關係和完善的各層級多
領域合作為雙方經貿合作提供更好的政治和機制性保
障。

本屆博覽會有五大看點值得期待。
一是中國和東盟國家領導人將高規格出席，進一步

促進中國─東盟友好合作。本屆博覽會還將安排更多政
要與企業家對話交流。

二是本屆博覽會將圍繞 「科技合作」這一重點主題
，由中國科技部主辦先進技術專題展，並舉辦中國─東
盟科技部長會議。博覽會期間還將舉辦金融、物流、醫
學、文化等13個高層次會議論壇及交流活動。

三是首次舉辦東盟產業園區招商大會，這將是東盟
產業園區首次在中國集中招商，為中國企業投資東盟提
供新平台。

四是各國企業踴躍參展，參展企業品質高。今年首
次設立東盟咖啡展，越南等東盟國家首次參加農業展。
本屆博覽會國內外企業申請展位數 5710 個，超過規劃
總展位數的 24%。實際安排參展企業 2280 家，總展位
數4600個。

五是本屆博覽會主題國緬甸將舉辦豐富多彩的主題
國活動，包括緬甸 「魅力之城」國家館開館儀式、緬甸
國家領導人與中國企業家座談會、緬甸國家推介會等。

突出合作共贏主題
陳國凱說，本屆博覽會將緊扣中國─東盟友好合作

不斷深入發展的新形勢，突出合作共贏主題，全面提高
友好交流、經貿和投資等各領域合作實效，進一步促進
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以全方位合作促進與東盟睦
鄰友好。

2011 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
3628.5億美元，中國已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
則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中國─東盟博覽會對促進雙
邊貿易發揮了重要作用。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二十日電】美國密西根州州長里克
．斯奈德20日率團開始其中國投資之旅。20日傍晚，代表
團在滬見證了密西根中國中心的開幕。斯奈德表示希望此行
能促進密西根州與中國在汽車領域的全方位合作。同時也期
待中美兩國政府層面能夠盡快解決近日在汽車零部件產業的
貿易爭端。

斯奈德坦言，前一個時期，密西根州經濟很困難，現今
剛剛渡過危機。此次的州代表團成員中有20多名企業負責
人，希望在華期間能推動他們的企業與中國企業交流，拓展
更大的更多合作空間。

斯奈德此行首要是加強與中國汽車業界的溝通。20 日
上午他率代表團訪問了上海的汽車博物館，並表示將積極推
動位於密西根州的福特汽車博物館與上海汽車博物館在汽車
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合作。當晚，他參加了密西根大學與中
國一汽集團戰略合作協議的簽署儀式，這份為期5年的協議
主要涉及汽車研發和技術方面的合作，也將有利於一汽在密
西根州開展業務。

互信有助解決爭端
接受記者訪問時，斯奈德談得最多的詞是互信。他說，

儘管中美現在面臨貿易爭端，但州政府仍要踏踏實實做好自
己的工作，特別是在貿易領域，希望與中國增進互信，建立
友誼，相信互信有助於爭端和摩擦的解決。斯奈德認為，在
汽車領域中美還可以在技術研發上加強合作，而此次密西根
大學與一汽的簽約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密西根州代表團還將訪問杭州、武漢、貴陽和成都。斯
奈德表示，密西根州是農業大州，並擁有美麗的自然風景，
他希望在中國尋找農業領域的合作機會，也想吸引更多中國
遊客前往體驗他們的湖泊、森林和沙灘。

密西根與一汽簽合作協議

【本報訊】據中新社馬尼拉二十日消息：菲律
賓官方 20 日透露，菲總統阿基諾已指派內政部長羅
哈斯作為總統特使，赴中國出席第9屆中國─東盟博
覽會。

菲外交部新聞稿稱，菲外交部正安排羅哈斯及
菲律賓代表團與中方高層官員會晤事宜。

55歲的羅哈斯2010年作為菲總統阿基諾的搭檔
競選副總統落敗，後出任交通部長。今年9月接替因
空難喪生的林炳智出任內政部長。羅哈斯透露，他
將就涉及菲中兩國關係的一些問題向中方轉達阿基
諾總統的信息。

菲旅遊業界對羅哈斯此次中國行樂觀以待。菲
旅行社協會主席克拉門特表示，菲律賓已因為中國
遊客赴菲包機暫停失去了不少商機，菲旅遊業界希
望菲中兩國能夠和平解決爭端。

菲律賓是下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主題國。

菲總統派特使赴東博
期晤中方息爭挽商機

【本報訊】中新社南寧 20
日消息：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20 日在廣西南寧分別會見了前
來出席第九屆中國─東盟博覽會
的老撾總理通辛、越南總理阮晉
勇和泰國副總理吉迪拉。

在會見通辛時，習近平說，
當前中老關係發展勢頭很好。中
方歡迎老方繼續積極參與南博會
、昆交會，進一步深化同廣西、
雲南等中國西南省份的合作。

通辛高度評價中國─東盟博
覽會對促進中國同包括老撾在內
東盟各國友好合作關係發揮的積
極作用。老方願與中方保持高層
交往，密切各領域合作，永做好
鄰居、好朋友、好同志、好夥
伴。

在會見阮晉勇時，習近平說
，中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發展對
越關係，願在十六字方針和 「四
好」精神指引下，推動中越全面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斷向前發展
。今年年底將舉行東亞領導人系
列會議，中方期待同越方在此次
會議期間保持密切溝通，把握好
合作大局，共同推動東亞合作取
得更多實質進展，維護地區穩定
，促進經濟發展，實現長久繁榮
。習近平指出，南海問題不是中
越關係的全部，但處理不當會影

響兩國關係全局。兩國領導人在南海問題上達成過許多
重要共識，雙方應認真落實。這對順利推進兩國各領域
務實合作也至關重要。

阮晉勇說，越方願竭盡全力，精心培育和維護越中
友好關係。越中在南海問題上存在不同觀點，雙方應認
真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從戰略高度，本着同志
加兄弟的精神，通過談判協商，妥善解決彼此的分歧，
不使其影響兩國關係大局。

在會見吉迪拉時，習近平讚賞泰方在 「10．5」中
國船員湄公河遇害案偵破和審理過程給予中方的支持和
配合，願同泰方一道，穩步推進中泰老緬四國司法合作
，共同維護湄公河流域安全。習近平表示，泰國是東盟
重要成員，已接任中國─東盟關係協調國。希望雙方密
切配合，把握好中國─東盟發展方向，把 11 月東亞領
導人系列會議開成一次團結、友好、合作的會議。

習
近
平
語
阮
晉
勇
：

南
海
問
題
應
落
實
共
識

小資料

鄭東新區創城市發展新模式
河南省落實李克強戰略部署

【本報記者馬浩亮二十日電】河
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吳天君在
鄭州會見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時指出
，鄭東新區的建設目標已基本初步實
現，鄭東新區已經成為展示河南和鄭
州形象的 「窗口」，在國家城鎮化建
設率先 「跳出舊城建新城」，開創了
新模式。

吳天君說，鄭州具有特殊的區位
優勢，中央對鄭州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比如，國務院去年32 號文件《關於
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
導意見》中，有40多處提到鄭州。

2001 年，時任河南省省長的李克
強提出：高起點、大手筆規劃建設
「鄭東新區」。2003 年，時任河南省

委書記李克強又提出鄭東新區 「三年
出形象、五年成規模」的目標要求。
後來又加上了 「十年建新區」。

已成河南形象窗口
吳天君說，鄭州以鄭東新區建設

為契機，開啟了十多年的快速發展，
到明年 3 月份鄭東新區將迎來建設 10
周年。現在鄭東新區的建設目標基本
初步實現。鄭東新區已經成為展示河
南和鄭州形象的 「窗口」。

吳天君指出，鄭東新區建設在河

南乃至全國現代化、城鎮化建設歷程
中有重要意義。對於河南來說，鄭東
新區的建設，對於河南人民的思想解
放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作為農業
大省在加速推進工業化、城鎮化方面
開啟了先河。

帶動全省經濟社會發展
河南發展更加重視城市，這是一

個重要的轉變。對於國家來說，鄭東
新區對於城鎮化發展模式方面，佔有
一定的地位。鄭東新區的發展，率先
跳出舊城建設新城，放棄了過去 「攤
煎餅」的辦法，進行了科學的功能分
區，實行組團式規劃建設發展。

吳天君表示，鄭東新區建設，展
示了當時省委、省政府決策層高瞻遠
矚的遠見、現代化眼光和高強的工作
能力。歷屆河南省委、省政府和鄭州
市委、市政府一屆接一屆，對鄭東新
區建設一直高度重視，真抓實幹，注
重延續性，基本實現了當初規劃的藍
圖。現在，鄭東新區已經成為了鄭州
經濟的增長極，帶動了鄭州乃至河南
全省城鎮化和經濟社會發展。

據悉，截至目前，鄭東新區累計
完成固定資產投資近 1500 億元，地方
財政年度總收入突破 100 億元，42 家

世界500強企業、52家國內500強企業
匯聚於此。現代服務業勢頭強勁。共
引進各類金融機構 119 家，成為河南
省乃至整個中部地區金融機構最密集
、金融業態最豐富的區域之一。建設
城市公園、遊園 40 餘個，綠化面積

1500 萬平方米，城區綠化率超過 50%
，如意湖、運河和 「三河一渠」水系
總長度超過 30 公里，水域面積 500 萬
平方米，建成區面積約75 平方公里，
入住人口近80萬。

▲9月19日，第八屆昆明泛亞國際農業博覽會開幕，雲
南花卉綠色生態產業展區吸引眾多中外客商和參觀者前
來觀賞、洽談。目前，該省花卉種植面積達70萬畝，年
產值267億元人民幣，年出口額1.71億美元，成為亞洲
最大的綜合性花卉產業交易平台。 新華社

▲左起：鄭州市政府新聞辦主任王麗艷，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王哲，大
公報總編輯賈西平，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吳天君，大公報副總經
理周延召，大公報河南辦主任王艷華，大公報記者白炳坤 馬浩亮攝

▼優美宜居的鄭東新區
資料圖片

▲9月20日，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廣西南寧會見前來出席第九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第九
屆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的越南總理阮晉勇 中新社

▲中國與東盟國家經貿關係發展迅速，圖為中國公
司承建的越南河內至海防高速公路項目開工典禮

網絡圖片

據中國商務部數據，截至2012年5
月底，中國與東盟國家相互投資總額已
突破900億美元。在中國與許多貿易夥
伴的雙邊貿易出現負增長、零增長或低
增長的情況下，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
保持 9.2%的增長彌足珍貴，東盟也是
中國與貿易夥伴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

過去5年，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
額增長 126%，其中中國對東盟的出口
增長 138%，從東盟國家的進口增長
115%。今年1月至5月，雙邊貿易額達
到1537億美元，同比增長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