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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漁開放市場 四建議深化合作關係

習近平：歡迎島國搭中國發展快車
中國同島國迎合作新通衢
「一帶一路」 拓合作機遇

•巴布亞新幾內亞今年6月成為首個
與中國簽署共建 「一帶一路」 合
作協議的太平洋島國。巴新總理
奧尼爾表示， 「一帶一路」 是一
個偉大的倡議，使巴新這樣的發
展中國家能通過參與項目獲得資
金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的能力。薩
摩亞是最早同中國建交的太平洋
島國，該國總理圖伊拉埃帕表示
， 「一帶一路」 倡議為南太島國
打開了廣闊市場

互聯互通掃發展障礙
•太平洋島國大多位於赤道附近，
橋樑、港口等基礎設施不足。加
強互聯互通，與太平洋島國的現
實需求高度契合。 「一帶一路」
合作大框架下，目前已有巴新、
斐濟、薩摩亞、湯加、庫克群島
、瓦努阿圖等太平洋島國加入亞
投行，為推動太平洋島國的基礎
設施建設、貿易、投資等領域發
展注入了新能量

新興領域展廣闊前景

新華社

深化中國與島國關係四點建議

堅持平等相處，深化政治互信

習近平強調，不論中國發展到什
麼程度，中國永遠是發展中國家一員
，永遠同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中國
同太平洋島國關係已經翻開新篇章。
我們願同島國一道努力，用真心鞏固
友誼，靠實幹推進合作，攜手開創中
國同太平洋島國關係更加美好未來。
巴布亞新幾內亞總理奧尼爾、密
克羅尼西亞聯邦總統克里斯琴、薩摩
亞總理圖伊拉埃帕、瓦努阿圖總理薩
爾瓦伊、庫克群島總理普納、湯加首
相波希瓦、紐埃總理塔拉吉等建交太
平洋島國領導人以及斐濟政府代表、
國防部長昆布安博拉等島國領導人感
謝習近平主席再次倡議並主持中國和
太平洋島國領導人集體會晤。他們表
示，太平洋島國願積極參加共建 「一
帶一路」，加強同中國在貿易、投資
、漁業、旅遊、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
合作，助力自身經濟社會發展。太平
洋島國高度評價中國在可持續發展、
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領導作用，願加
強同中國在多邊事務中的溝通協調。

﹁

﹂

中方願同島國保持高層和各級別交往勢頭，繼
續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支持
。中方願和島國於二 一
○九 年 下 半 年 共 同 舉 辦 第 三
屆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

永遠同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

﹂

﹁

堅持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繁榮

﹁

習近平強調，亞太是全球經濟發
展速度最快、潛力最大的地區。面對
時代命題，我們堅信，和平、發展、
合作、共贏是唯一正確選擇。當前，
太平洋島國自主發展意識不斷提升，
國際影響持續擴大。中國同太平洋島
國經濟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巨大。新
形勢下，我們的共同利益不是減少了
，而是增多了；合作基礎不是縮小了
，而是擴大了。
習近平就深化中國和太平洋島國
關係提出四點建議。
第一，堅持平等相處，深化政治
互信。中方願和島國於2019年下半年
共同舉辦第三屆中國─太平洋島國經
濟發展合作論壇。
第二，堅持互利合作，實現共同
繁榮。雙方應以簽署共建 「一帶一路
」合作文件為契機，深化各領域務實
合作，提升雙方貿易便利化水平，辦
好2019年中國─太平洋島國旅遊年系
列活動。
第三，堅持心心相印，增進人民
友誼。中方願支持島國人才培養和能
力建設，擴大漢語教學和人員往來，
加強各界交流。中方願鼓勵更多地方
省市同島國開展交流合作。
第四，堅持守望相助，維護公平
正義。中方願同島國一道維護多邊主
義和自由貿易體制，共同推動落實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支持島國推
進 「藍色太平洋」倡議。中國重視和
理解太平洋島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
特殊關切，將向各島國提供力所能及
的幫助，攜手推動《巴黎協定》有效
實施。

﹁

中方將繼續為各建交島國提高自主發展能力、
實現經濟社會良性循環作出努力。雙方應以簽署共
建 一帶一路 合作文件為契機，深化各領域務實
合作，提升雙方貿易便利化水平，辦好二 一
○九 年
中國─太平洋島國旅遊年系列活動

巴
▲新土著歡慶 獨立大道
開通 大公報記者李理攝

﹂

新形勢下合作基礎擴大

堅持心心相印，增進人民友誼

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
16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展
特稿 開對巴布亞新幾內亞國事訪
問行程，接連出席中國對巴
新兩大援助項目的竣工移交儀式。一個
是 「獨立大道」，另一個是巴新目前最
現代化的學校布圖卡學園。中國施工者
和當地民眾紛紛告訴大公報記者，中國
的援助將永遠銘鑄在巴新發展史中。
負責援建 「獨立大道」的是中國交
通建設集團旗下中國港灣公司，中國交
建海外事業部總經理陳重告訴大公報說
，項目今年一月份剛剛啟動，他們從全
球調集優勢資源和優勢裝備，只用了205
天的時間，就按質保期完成了施工任務
。陳重引述巴新總理奧尼爾的話說， 「
獨立大道是中國帶來的奇跡」。這一項
目亦為巴新帶來了900個就業機會。
從莫爾茲比港市中心驅車不過20分
鐘就到了布圖卡村，嶄新的中國巴新友
誼學校布圖卡學園引人注目。學園總用
地面積約50582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
10800平方米，預計可以容納學生2700人
。其中配置小學部2班，中學部16班，
幼兒園10班，多功能廳、教職員工公寓
12間及室外活動場地。
今年54歲的拖拉多就住在學校一牆
之隔的村莊，他告訴記者： 「教育事關
我們國家的未來，我希望我的後代能接
受好的教育。中國帶給巴新很多機會，
看看這個最大最現代的學校，絕對是一
個樣板。」
（記者 李理）

﹂

中方願支持島國人才培養和能力建設，擴大漢
語教學和人員往來，加強各界交流。中方願鼓勵更
多地方省市同島國開展交流合作

▲中國巴新友誼學校布圖卡學園
大公報記者李理攝

▲11月16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爾茲比港同建交太平洋島國領導人舉行集體會晤

堅持守望相助，維護公平正義

中國援助帶來奇跡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指出，中
國和太平洋島國同處亞太地區，同為
發展中國家。不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
，我們始終是真誠相待、相互尊重的
好朋友，共謀發展、互利共贏的好夥
伴，相知相親、互學互鑒的好兄弟。
中國堅持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
重島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
，尊重島國聯合自強、平等參與國際
和地區事務的努力。隨着中國同太平
洋島國交流合作蓬勃開展，雙方人民
友誼更加深厚。

（資料來源：新華社）

（資料來源：新華社）

習近平三國行

中方願同島國一道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
制，支持島國發出 太平洋聲音 ，共同推動落實
二 三
○可持續發展議程，支持島國推進 藍色
○ 年
太平洋 倡議。中國重視和理解太平洋島國在氣候
變化問題上的特殊關切，將向各島國提供力所能及
的幫助，攜手推動《巴黎協定》有效實施

•隨着 「一帶一路」 的內涵不斷豐
富， 「數字絲綢之路」 「綠色絲
綢之路」 等理念為世人周知。發
展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為中國
同太平洋島國的合作拓展了新領
域，提供了新路徑。本次APEC會
議的主題是 「把握包容性機遇，
擁抱數字化未來」 ，從會議主題
和議程看，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
也有望成為中國和太平洋島國合
作內容

【大公報訊】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16日在莫爾茲比港同
建交太平洋島國領導人舉行集
體會晤，一致同意將雙方關係
提升為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開創全方
位合作新局面。習近平主持會
晤並發表主旨講話，對新形勢
下中國和太平洋島國關係發展
提出建議，強調雙方要把握機
遇、共創未來，攜手開創中國
同太平洋島國關係更加美好的
未來。中方援助堅持授人以漁
，中國主動向島國開放市場、
擴大投資、增加自島國進口，
歡迎島國搭乘中國發展快車。

▲習近平主持集體會晤並發表主旨
講話
新華社

晤巴新總理 促一帶一路對接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
席習近平16日在莫爾茲比港同巴布亞新幾
內亞總理奧尼爾會談。兩國領導人積極評
價中國同巴新傳統友誼，一致決定建立中
巴新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會談時習近平強調，雙方要在 「一
帶一路」框架內加強發展戰略對接，爭取
盡早就啟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達成一
致，積極推進產能、經貿、投資、融資等
領域互利合作。

習近平指出，中國堅定支持巴新自主
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高度讚賞
巴新政府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為加強
對雙邊關係的政治引領，雙方決定建立相
互尊重、共同發展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這既是兩國傳統友好的體現，也將為雙方
進一步推進交往合作注入強大動力。
習近平強調，雙方要以高層交往為引
領，增進戰略互信。要以務實合作為支撐
，實現互利雙贏。要以人文交流為基礎，

築牢民間友誼。要以多邊協調為平台，豐
富合作內涵。
奧尼爾表示，巴新將積極參加共建 「
一帶一路」，願加強同中國在經貿、產能
、旅遊、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地方等領
域交流合作，盡快啟動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巴新願加強雙方協調和配合，支持深化
太平洋島國同中國對話，加強漁業、旅遊
、氣候變化等領域合作。會談後，兩國領
導人共同見證了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簽署。

見證友誼之路獨立大道啟用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
席習近平16日在莫爾茲比港和巴布亞新幾
內亞總理奧尼爾共同出席中國援建的獨立
大道、布圖卡學園兩個項目的移交啟用儀
式。
新落成的獨立大道兩側懸掛着中巴新
兩國國旗和鮮紅的中國結，洋溢着喜慶的
節日氣氛。習近平致辭時首先向兩國共同
參與道路建設的工程技術人員表示誠摯的
感謝和熱烈的祝賀。習近平指出，作為巴
新的好朋友、好夥伴，中方一直在力所能
及範圍內為巴新辦會提供支持和幫助。獨
立大道連接的是中國人民同巴新人民的深
情厚誼，承載着中國人民對巴新人民的良
好祝願。中方願同巴新方增進互信，擴大
交流，加強合作，共同規劃建設繁榮之路
、開放之路、友誼之路。

奧尼爾表示，今天是巴新同中國關係又
一重要時刻，獨立大道的啟用將成為我們兩
國關係的里程碑。中國是巴新的好朋友，歡

▲習近平和巴新總理奧尼爾出席中國援
建獨立大道移交啟用儀式
新華社

迎中國朋友的到來。巴新國家發展任重道遠
，我們願同中國保持強勁夥伴關係。
在布圖卡學園，學生們用中、英文歡
呼 「歡迎」，合唱團深情地演唱中國民歌
《茉莉花》，習近平高興地同他們握手。
習近平致辭時指出，布圖卡學園是中國廣
東省和深圳市同巴新首都行政區友好合作
的結晶。中國援建布圖卡學園就是為了幫
助巴新培養人才，相信人才輩出一定可以
為巴新實現可持續、後來居上發展提供強
有力支撐。
多功能廳內一角中國乒乓球學院巴布
亞新幾內亞訓練中心的中國教練員、前世
界冠軍施之皓和奧運冠軍張怡寧正在訓練
巴新運動員。兩國領導人同他們親切交流
。習近平鼓勵他們爭創佳績，做兩國人民
友好使者。

深化中巴新交流 拓島國團結合作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
席習近平16日在莫爾茲比港會見巴布亞新
幾內亞總督達達埃。習近平指出，這是我
第一次訪問美麗的巴布亞新幾內亞，也是
中國國家主席首次訪問巴布亞新幾內亞，
感謝巴新政府和人民的盛情歡迎。1976年
建交以來，中巴新各領域合作快速擴大，
為兩國關係進一步向前發展奠定了堅實基

礎。中方高度重視對巴新關係，希望我這
次訪問有助於進一步提升雙邊關係，拓展
兩國全方位交往，促進人民之間的友好交
流，推動兩國廣泛領域務實合作取得豐碩
成果。中方堅定致力於加強同包括巴新在
內的太平洋島國的團結合作。
達達埃表示，習主席此訪是兩國關係
的里程碑。感謝中方對巴新基礎設施建設

、教育、衛生等國家發展和民生領域的寶
貴幫助，對巴新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
非正式會議的大力支持。巴新願同中國共
同努力，推動兩國關係更上層樓。
會見開始前，達達埃在議會大廈前廣
場為習近平舉行隆重歡迎儀式。身着傳統
服飾的巴新民眾簇擁在街道兩旁，跳起歡
快的舞蹈，熱烈歡迎習近平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