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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三亞會見緬總統
支持推進緬北和談進程

▲習近平5日在海南三亞，為來華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博鰲亞
洲論壇2013年年會的緬甸總統吳登盛舉行歡迎儀式 中新社

規模創歷年之最 習近平伉儷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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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三亞五日消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5日
在海南省三亞市同緬甸總統吳登盛舉行會談。兩國元首就發展中
緬關係深入交換意見，一致同意，不斷鞏固和加強雙邊關係，共
同推動中緬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習近平強調，中國堅持睦鄰友好政策，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
惠及包括緬甸在內的周邊國家，促進本地區共同發展。緬甸朋友
常說 「水漲荷花高。」中方高度重視中緬關係。雙方要牢牢把握
兩國關係發展正確方向，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礎上深化戰略
互信，堅持合作共贏，維護共同利益。

習近平指出，中緬雙方要加強雙邊關係政策指導和規劃，保
持高層互訪，及時就重大問題交換意見，確定合作目標。雙方要
推動兩國經貿合作持續發展，中方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參與緬甸
國家建設，希望雙方密切配合，確保惠及雙方的重大合作項目順
利實施。中方將繼續同緬方保持在聯合國等多邊場合的協調和配
合。

習近平表示，中方支持緬方推進緬北和談進程，將繼續發揮
建設性作用。

吳登盛表示，緬方感謝中方長期以來提供的寶貴幫助，珍視
緬中傳統胞波友誼和睦鄰友好關係。緬方期待同中國新一屆領
導集體保持交往，推進互利合作，落實好有關項目，推動緬中全

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取得新進展。緬方致力於國家改革開放和穩
定發展，希望繼續得到中方支持，歡迎中國公司繼續參與緬甸經
濟建設。緬方願努力推進緬北和談進程，希望繼續得到中方支持
，促進邊境地區安寧和發展。緬方將為推動東盟同中國合作發揮
積極作用。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出席兩國政府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等雙
邊合作文件簽字儀式。

晤文萊蘇丹 談南海主張
另據新華社北京五日消息：習近平5日在人民大會堂同文萊蘇

丹哈桑納爾舉行會談。兩國元首積極評價中文關係發展，決定將
中文關係提升為戰略合作關係。

習近平強調，中方一貫主張，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通過友
好協商和談判解決相關爭議。在爭議解決前，中方願同東盟國家
加強對話和溝通，共同維護南海和平與穩定。文萊是今年東盟主
席國，中方願同文方一道努力，牢牢把握中國─東盟關係發展大
方向，唱響和平與合作主旋律，不要讓任何因素干擾友好合作進
程。中國繼續支持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哈桑納爾表示，中國的發展是本地區發展繁榮的重要引擎。
東盟國家感謝中國的支持，相信東盟同中國的關係一定會不斷深

化。文方主張，有關各方堅持《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精神，通過
對話協商，尋求和平解決南海問題，不應讓南海問題影響東盟─
中國友好合作關係。文方願同中方一道，推動東盟─中國關係繼
續向前發展。

會談後，雙方共同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文萊達魯薩蘭
國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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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博鰲亞洲論壇，很難想像這
個僅1萬人口、偏隅一方的海濱小鎮，能成
為數百家中外媒體長槍短炮瞄準的焦點；
而如果沒有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經濟輻射
力的日益提升，也很難想像，一個原本只
強調民間色彩、經濟色彩的論壇活動，吸
引了越來越多的國家元首和國際組織負責
人撥冗參會，並逐漸改變國際經濟外交基
調，創造出一種多邊外交新模式。

不可否認，以時下之經濟格局來看，
中國經濟的一點風吹草動隨時可能在世界
掀起波瀾，而中國政府所制定的經濟發展
宏觀框架，也對世界經濟的走向具有標識
作用。更何況，本次博鰲亞洲論壇年會，
是在新一屆中國領導人全面接班並正式履
責的背景下召開的，參會代表及各國媒體
顯然都想借此 「摸摸底」，從中感受 「中
國脈動」，了解 「中國態度」， 「嗅出」
新一屆中國政府的發展思路和政策走向。

不僅如此，不少國家還想從 「中國機
遇」中分得一杯羹。統計顯示，2012年中
國與周邊國家貿易額達到1.2萬億美元，中
國對亞洲經濟發展增長率的貢獻率超過50%
。這一數據表明，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中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為其他國家提供
了擺脫危機急需的出口市場和投資目的地
，成為推動世界經濟觸底回暖的重要引擎
。正是得益於中國經濟保持較快發展，亞
洲和其他地區的政府領導人、企業高管均
願意來到博鰲，廣交朋友，廣結善緣，為
自己國家和企業的發展尋找機遇。

當然，中國的魅力絕不僅僅在於能夠
帶動周邊國家 「奔小康」，作為一個負責
任的大國，它在地區事務和多邊外交領域
的話語權也日見吃重。3月下旬，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剛剛成功進行了一次跨越亞、
歐、非的外交開局之行，全方位展現中國

的外交思路，影響十分深遠。此次又將在博鰲這個美
麗的風情小鎮迎接四方賓客，與國際友人共同探討亞
洲區域內外合作發展等共同命題。外界認為，隨中
國越來越成為引領地區形勢的 「壓艙石」和風向標，
中國的態度將對一些合作方案的成功產生重大影響。

可以說，國際輿論對於博鰲論壇的熱切關注，正
是緣於對 「中國聲音」的高度重視，緣於對中國在國
際社會扮演更重要角色的美好期待。希望在未來幾
天裡，博鰲亞洲論壇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現中國的自
信包容、獨特的國際視野，更生動地詮釋 「中國
夢」的廣闊內涵，真正成為各界群策群力的
絕佳平台，通過深度思考探討，碰撞出
新思路、新方法，為世界之前行指引方
向。 時時評評

曼玲

4月的博鰲，再次吸引
了亞洲甚至全球的目光。自
6日起一連三天，博鰲亞洲
論壇將舉辦第12次年會。12

年來，博鰲亞洲論壇一步步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博
鰲也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成為聲名鵲起的旅遊
天堂，在這背後隱含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

很多人並不了解，博鰲亞洲論壇的誕生與十多年
前那場亞洲金融風暴息息相關。

1997年7月，澳洲前總理霍克、日本前首相細川
護熙及菲律賓時任總統拉莫斯受邀到博鰲沙坡島高爾
夫球場揮桿。此時，金融風暴正猛烈侵襲大部分亞
洲地區，亞洲經濟遭受重創。身在博鰲的三位政要意
識到，需要一個平台來凝聚亞洲的共識，團結各國共
同應對危機，商討亞洲發展大計。經過反覆磋商，
1998年8月，《馬尼拉宣言》發布，為論壇最終形成
繪製了框架方案，論壇的地址就定在了中國海南省的
博鰲。

據拉莫斯後來回憶，選址時反覆斟酌，三位政要
都認為博鰲是理想之地，因為當時中國在亞洲乃至全
球經貿發展中正發揮日益重要的影響力，加上中國
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充分展現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因此與中國進行建設性接觸對亞洲各國政經政要和
商界精英非常有必要。此外，博鰲迷人的陽光、海灘
和特有的熱帶風情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2001年2月27日，由25個亞洲國家和澳洲共同發
起的博鰲亞洲論壇正式成立，並決定次年舉辦首屆年
會。

朱鎔基為 「招待不周」 致歉
不過，2002年首屆年會，卻因為博鰲的基礎設施

建設仍處於起步階段，時任博鰲投資控股公司副董事
長的昂健回憶道，當時剛剛建成幾家五星級酒店， 「
為了能讓與會者盡快入住，我們甚至把大量香蕉、菠
蘿放在室內去除裝修的氣味，即使如此，還是有很多
人不得不住在招待所、小旅館。」

因為這樣，出席論壇的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還
在歡迎晚宴上，專門為論壇的 「招待不周」向參會者
致歉。

此後，這個非官方的國際性論壇，組織能力逐漸
增強，影響力也日益擴大，其作為重要外交平台的作
用在2008年凸顯。當年年會前夕，時任國家主席胡錦
濤在海南三亞大海邊舉行了系列 「最美國事活動」，
這是中國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舉行國事活動。博鰲
亞洲論壇研究院執行院長姚望分析道： 「博鰲亞洲論
壇開闢了中國外交史上的新一頁，從此又多了一種多
邊外交的形式。」

2012年，出席博鰲論壇的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
強在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並與參會的多國政要會
面，商談在世界調整與變革的大勢下，如何凝聚共識
，攜手努力，共同推動亞洲健康與可持續發展。

而今年的博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將實現其全面
接班後在國內多邊外交平台上的首次亮相，並與各國
元首和各界人士探討亞洲區域內外合作發展等共同命
題。

外界認為，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由亞洲國家主導
的國際組織，博鰲亞洲論壇正在改變國際經濟外交基
調。這個寬鬆、生動和靈活的舞台，一步步為亞洲乃
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發揮其獨特的貢獻。

【本報博鰲五日電】

本次年會是在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產生和新一屆政府開始
全面履責的背景下召開的，亦是習近平主席就任後在國內多
邊外交平台上的首次亮相，是今年又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動，
國際社會及國內各界均予以高度關注。

截至目前，已有來自全球43個國家和地區的2500多人確
認參會，同時，有千餘名中國內地及港澳台地區的記者和
150多名外籍記者前來採訪報道。據主辦方透露，文萊蘇丹
哈桑納爾、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緬甸總統吳登盛
、秘魯總統烏馬拉、贊比亞總統薩塔、芬蘭總統尼尼斯特、
墨西哥總統培尼亞、柬埔寨首相洪森、新西蘭總理約翰．基
、澳洲總理吉拉德、阿爾及利亞民族院議長本薩拉赫、蒙古
國家大呼拉爾主席恩赫包勒德、第67屆聯合國大會主席耶雷
米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等外國領導人和國際組
織負責人都將應邀來華出席年會。

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也將於6日抵達，並於當晚在香港
特區晚餐會上發表主題演講。

「習蕭會」 令人關注
身為馬英九前任副手的蕭萬長，此次將以兩岸共同市場

基金會榮譽主席的身份出席論壇。自2006年博鰲亞洲論壇起
，大陸領導人就形成了接見與會台灣代表團的慣例，因此，
兩岸輿論預期 「習蕭會」將於近日登場。這是大陸領導核心
班子換屆後，兩岸高層首次舉行會晤，因此備受各界關注。
外界預測雙方可能將就進一步加強兩岸產業及經濟合作交換
意見。據悉，2日下午馬英九特意接見了出席博鰲論壇的台
灣代表團成員，期盼此行能更加促進兩岸交流。對於可能成
行的 「習蕭會」，馬英九認為 「有重要意義」。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介紹，本屆年會將圍繞主題
安排54場討論，數量較去年增加了1/4，討論形式從分論壇
、圓桌會議、夜話，到閉門會議、午餐／晚餐討論，與往年
相比互動性更強。

亞洲舞台發出世界聲音
作為永久落戶在中國的亞洲論壇，中國議題是歷屆年會

關注的焦點之一。本次專設 「中國改革議程：釋放新的制度
紅利」分論壇。與會的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北京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原世行高級副行長林毅夫等嘉賓
或將闡述 「2013年中國需要進行哪些必要而迫切的改革」。

同時，年會在議題設置上大幅 「擴張」、更加凸顯多樣
化，既有與多哈回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二十國集團、債
務風險、貨幣政策等相關的全球性經濟話題，也有亞洲合作
、歐盟、非洲、拉美等區域性話題，顯示這個設在亞洲的公
共外交舞台，正朝發出越來越多世界聲音的方向邁進。

另外，比爾蓋茨、索羅斯、星雲大師、荷里活導演卡梅
隆以及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都將應邀親臨博鰲論壇，與公眾
分享他們在各自領域的經驗和真知灼見。他們之間的交流對
話，是 「硬」外交之外的 「軟」補充，將對促進各國、地區
之間更廣泛交流合作發揮積極作用。

作為經濟性論壇，企業是論壇的絕對 「主力」，將有32
位世界500強企業的董事長、CEO出席論壇。年會期間將上
演包括由25位頂級CEO出席的閉門 「腦力激盪」，CEO與4
位中國省市長的閉門對話，CEO與部長級官員的小範圍早
餐會等 「好戲」。記者還了解到，本次年會還將設置政商領
袖對話平台，習近平將與30位中外企業家代表舉行一小時的
對話。

以 「革新、責任、合作：亞洲尋求共同發展
」 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4月6日拉
開帷幕。本次年會冠蓋雲集、名流會聚，除習近
平將首次以國家主席身份偕夫人彭麗媛出席年會
開幕式外，同時與會的還有十餘位外國元首、政
府首腦以及重要國際組織負責人，規格及規模均
創歷年之最。

【本報記者鄭曼玲博鰲五日電】

▲博鰲亞洲論壇會員大會5日在海南博鰲舉行 新華社

從小漁村到世界焦點
本報記者 鄭曼玲

【本報訊】據中新社海口五日消息：4月
5日下午17時55分許，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
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率台灣代表團由台北桃
園機場飛抵海口美蘭國際機場，參加博鰲亞
洲論壇2013年年會。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
台辦副主任陳元豐、海南省副省長何西慶到
機場迎接蕭萬長一行。

台灣代表團成員有30多名，包括台灣兩
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錢復、台灣中國
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顧問江丙坤
等。

蕭萬長此行受到台灣媒體的高度關注，
十餘位來自台灣媒體的記者在海口美蘭機場
等候採訪蕭萬長一行。蕭萬長下飛機後向媒
體記者微笑示意，但沒有接受採訪。

4月2日，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在台北
接見蕭萬長等人時指出，本次年會以一連串

革新作為會議主題，此刻到博鰲去了解最新
發展並交流經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蕭萬長抵瓊 國台辦接機

▲蕭萬長率台灣代表團5日飛抵海口，國
台辦副主任陳元豐、海南省副省長何西慶
到機場迎接蕭萬長一行 中新社

▲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福田康夫（左）和
秘書長周文重在會議前交談 新華社

▲博鰲亞洲論壇理事、法國前總理拉法蘭在會
上 新華社

▲花團錦簇的博鰲亞洲論壇廣場 本報記者張曉陽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