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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行為準則
磋商進程

大公報整理

2002年11月4日

2016年7月25日

中國與東盟各國外長
及外長代表在金邊簽署《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確
認中國與東盟共同維護南
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強
調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
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有關
爭議

中國─東盟（10+1）
外長會議在老撾首都萬象
舉行，會後各方發表關於
全面有效落實《宣言》聯
合聲明，承諾在協商一致
的基礎上實質性推動早日
達成 「準則」

2017年8月5日

2013年9月14日至15日

東盟外長批准 「南海
行為準則」 框架草案；8月
6日中國與東盟外長通過 「
南海行為準則」 框架

在蘇州舉行的落實《宣
言》高官會正式啟動關於「南
海行為準則」的磋商

2014年11月13日
第十七次中國─東盟
領導人會議發表主席聲明
，重申將致力於繼續全面
有效落實《宣言》，爭取
在協商一致基礎上早日達
成 「準則」

2017年11月13日

▲13日，第20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拍攝大合照

路透社

第 20 次 中 國 ─ 東 盟（
10+1）領導人會議在菲律賓
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中國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會上宣布中
國和東盟國家啟動 「南海行
為準則」 案文磋商

李克強：與當事國直接談判消弭爭議

中國東盟磋商南海準則案文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東盟峰會和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13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正式
開幕。當日下午，第20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在菲律賓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會議上宣布中國和東盟國家啟動「南海行為準則」案文磋商。李克強表示中國絕大多數貿易往
來通過南海，中國最希望南海保持和平穩定。中方致力於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目標不會改變
，致力於同直接當事國通過協商談判和平解決領土和海洋權益爭議的政策主張不會改變。

李克強訪菲
本次領導人系列會議包括第31屆東盟峰
會、第20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
、第20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
和第12屆東亞峰會等。

打造南海和平「穩定器」
李克強出席第20次中國─東盟（10+1）
領導人會議時指出，中方期待與東盟國家本
着友好協商的建設性態度，繼續全面、有效
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積極推進 「南
海行為準則」磋商。迄今已達成的 「準則」
框架，凝聚了各方對 「準則」主要要素的共
識，是整個 「準則」磋商的重要階段性成果
。中方倡議此次會議正式宣布啟動 「準則」
下一步案文磋商。我們希望通過 「準則」磋
商，增進各方相互了解與信任，爭取在協商
一致基礎上早日達成 「準則」，使之成為維
護南海和平的 「
穩定器」。
李克強出席於會議上表示，在東盟諸多
對話夥伴關係中，中國─東盟關係最具活力
、最富內涵，這是東盟國家的共識。中國最
早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最早同東
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最早同東盟啟動自貿
區談判進程。我們牢牢把握睦鄰友好的大方

向，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處理敏感爭議問題，
使雙方關係始終沿着正確軌道前進。

升級「3+X合作框架」
李克強強調，明年是中國─東盟建立戰
略夥伴關係15周年，有必要對雙方關係發展
進行中長期規劃。中方建議制訂 「中國─東
盟戰略夥伴關係2030年願景」，將 「2+7合
作框架」升級為 「3+X合作框架」，構建以
政治安全、經貿、人文交流三大支柱為主線
、多領域合作為支撐的合作新框架。中國和
東盟之間不僅有巨大的合作潛力可挖掘，也
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妥善處理分歧，讓中國─
東盟關係平穩健康發展，讓市場和世界對中
國─東盟關係的未來充滿信心。
2013年10月9日，時任中國總理的李克
強在文萊出席第16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
，其間闡述中國─東盟 「2+7合作框架」。
「
2+7合作框架」包括兩點共識，一是推進
合作的根本在深化戰略互信，拓展睦鄰友好
；二是深化合作的關鍵是聚焦經濟發展，擴
大互利共贏。李克強還就中國─東盟未來十
年合作框架提出七點建議，包括積極探討簽
署中國─東盟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為中

國─東盟戰略合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共
同建設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等。

冀域外國尊重南海和平
1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
記者會，有記者問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越
南發表演講時表示願意在南海問題上擔任調
解人，中方有何評論。耿爽表示，南海形勢
總體趨穩向好。我們相信地區國家有意願、
有智慧、有能力妥善處理南海問題。同時我
們也希望域外國家尊重地區國家維護南海和
平穩定的努力並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

，參與方為東盟10國與中國、日本、韓
國、澳洲、新西蘭、印度6個對話夥伴
國。若RCEP達成，將形成一個人口約
30億、GDP總和約21萬億美元、佔世界
貿易總量約30%的貿易集團，並可能促
成更大範圍亞太自貿區的實現。

【大公報訊】據海外網報道，11月
12日，應東盟輪值主席國菲律賓總統杜
特爾特邀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赴馬尼
拉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領導人會議將在此期間舉行，這是2012
年該協定談判啟動以來首次舉行領導人
會議。
出席會議期間，李克強將同東盟國
家領導人共同慶祝東盟成立50周年，出
席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領導人會議。這是該協定談判啟動以
來首次舉行領導人會議。參與談判的東
盟代表表示將把RCEP談判作為優先工
作來抓，爭取在2017年內取得 「重要成
果」，向東盟50周年獻禮。
RCEP談判於2012年11月正式啟動

▲東南亞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
重要地區之一。圖為東南亞地區最大
港口新加坡港
資料圖片

李克強晤安倍 穩妥推動關係改善
【大公報訊】據共同社報道：13日
下午，中國總理李克強與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會談，報道指
，日方冀盡早召開由其擔任主席國的日
中韓三國首腦會談。中日雙方確認將推
動中日關係改善。
報道指，安倍在會談伊始表示： 「
希望為穩固關係改善的動向共同努力。
」李克強指出，需要鞏固中日關係改善

的勢頭。據日本外務省介紹，這是安倍
與李克強之間的第三次會談，上次是去
年7月在蒙古烏蘭巴托舉行。在烏蘭巴
托會晤期間，李克強表示，近幾年，中
日關係開啟走向改善的進程，但進展緩
慢，不時受到一些複雜因素的干擾。雙
方應以高度的責任感，立足客觀現實，
着眼戰略長遠，穩妥推進下階段中日關
係的改善進程。

上月中，中車長春軌道客車股份
▲
有限公司研製的首批美國波士頓橙
線地鐵車下線
資料圖片

東盟開放有利香港再工業化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香港與
東盟12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及相關投資協
定，被視為進一步深化兩地經貿關係的一
大舉措，更有助香港以聯繫人、投資者、
服務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在東盟這一陸海交
匯的 「重要節點」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香港與東盟的自貿協定及投資協定範
圍全面，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
、經濟和技術合作、爭端解決機制及其他

商務部：中美互利共贏不做虧本買賣
成了不少以往想成但是沒有談成的項目。
此類情況美方有，中方更多。
俞建華強調，此次雙方達成的經貿成
果雙向互利、大體平衡，充分體現兩國經
貿合作 「互利共贏」的特點，給中美兩國
企業和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對項目真實性嚴格把關
特朗普訪華期間，中美兩國企業在兩
場簽約儀式上共簽署合作項目34個，金額
達2535億美元。俞建華透露，雙方企業在
特朗普訪華期間自行簽署不少合作協議，
但未納入簽約儀式。若考慮這些項目，雙
方商業成果規模比2535億美元更大。
俞建華指出，中美雙方對商業成果的
真實性和可靠性都高度重視，中國商務部
會同有關部門、地方政府共同對項目的真
實性、合規性進行嚴格把關。

相關範疇。代表香港簽署這一協定的香港
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
示，東盟成員國同意對香港原產貨物減免
關稅，有助香港出口企業降低成本，提升
市場競爭力，進一步開拓東盟市場。協定
中廣受香港工商界關注的主要內容，還包
括東盟國家對香港放寬投資限制、提高投
資待遇、延長商務旅客入境逗留時間等。
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王春新說，

東盟國家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對產自香港
的珠寶、服裝、鐘表、玩具等產品需求日
增，東盟國家逐漸開放對香港的貿易，有
利香港上述優勢產品出口，助推香港 「再
工業化」。彭博經濟學家陳世淵表示，東
盟地區處於 「一帶一路」關鍵鏈結處，香
港與東盟自貿協定的簽訂 「恰逢其時」，
香港可以借此 「東風」，發揮金融和專業
服務業優勢，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

開啟中國特色周邊外交新境界
海外版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美元
首近期於北京會晤，達成一系列合作成果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
表俞建華13日受訪時表示，此次中美經貿
合作談成不少以往想成但沒有談成的項目
。深信本次經貿成果體現中美兩國互利共
贏，誰都不會做虧本的買賣，談不上單方
讓利。
俞建華指出，中美元首歷史性會晤為
企業合作創造了有利條件。一方面，政府
為企業合作排除政策障礙。例如，中美能
源石化領域合作成為此次商業成果突出亮
點。以往美國只對盟國和簽署自貿協定的
國家出口能源，隨着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
變化，中美在 「百日計劃」中就美液化天
然氣對華出口達成協議，這是兩國企業擴
大合作的政策條件。另一方面，兩國企業
借元首會晤 「東風」，加快合作步伐，談

▲東盟峰會開幕儀式舉行前，中國總理李
克強與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握手 法新社

更大範圍亞太自貿區可期

11月12日至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越南、老撾進行國事訪
問。這是中共十九大勝利閉幕後，中國黨
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首次出訪，將譜寫敦親
睦鄰新篇章，為新的歷史時期中越、中老
關係發展，以及中國同周邊國家的合作共
贏帶來新機遇，展現新時代中國特色周邊
外交的新境界、新風貌。
十九大報告強調，中國將按照親誠惠
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
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係。中國與越南、老

撾均處於改革發展關鍵時期，因此越南和
老撾格外關注中共十九大關於 「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要論斷。
習近平在越南《人民報》發表題為《
開創中越友好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強調
「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攜手合作，
共同追尋強國富民夢。」當前中越全面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面臨發力的良機，兩國發
展戰略緊密對接，共同推進 「一帶一路」
和 「兩廊一圈」建設，在基礎設施建設、
經貿、產能、跨境經濟合作區、農業等重
點領域合作上取得實質進展。中國連續13
年保持越南第一大貿易夥伴地位，兩國還
通過友好協商解決陸地和北部灣劃界問題
，妥善處理並管控分歧。
中國和老撾兩黨兩國高層交往不斷，

習近平訪問老撾期間，將同老撾人民革命
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本揚，總理通倫
，國會主席巴妮分別舉行會談會見，全面
規劃和系統部署新時期中老關係發展。
近年來，中老雙方在 「一帶一路」框
架內的合作方興未艾，兩國還積極推進在
中國─東盟、瀾滄江─湄公河機制中的互
利合作。全長400多公里的中老鐵路全面施
工，將助力老撾從 「陸鎖國」華麗轉身為
「陸聯國」，提升老撾在東南亞互聯互通
格局中的地位。
中國與周邊互為戰略依託，周邊的穩
定與繁榮有助於中國的發展，而中國的發
展有力地促進了周邊的和平與繁榮。新時
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總目標是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而起點始於周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