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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吉隆坡11月21日电（记者
桂涛 尚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
间21日下午在吉隆坡国际会议中心出
席第十八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
会议。东盟十国领导人与会。李克强
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共同主持会议，
与各方就中国－东盟合作、地区发展进
行深入讨论，达成广泛共识。

李克强在发言中说，中国和东盟关
系超越双边范畴，日益成为东亚地区和
平、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石。中方始终
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将坚定
支持东盟一体化，支持东盟共同体建
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
位。双方要明确以增进互信夯实合作
根基、融合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求同存
异缩小分歧为发展大方向，抓住难得历
史机遇，充分对接各自发展战略，提升
11 个国家整体发展水平，力争实现
2020年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目标，促进
东亚地区永久和平与繁荣。李克强就
此提出六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强中国－东盟合作
发展机制化建设。落实好双方战略伙
伴关系第三份五年《行动计划》和“2+7
合作框架”，以明年办好中国与东盟建
立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为契机，推
动10+1合作在成熟轨道上稳步前行。
将业已启动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
制与现有次区域合作机制相互补充、协
调发展。继续支持东盟缩小内部发展
差距。

第二，加快经贸合作升级。双方应
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
达成，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力争
实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
元的目标。创造稳定、有利和透明的商
业环境，扩大服务贸易往来，并在农业、
渔业和林业等领域开展经济技术合
作。尽早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谈判，为构建更为完善的
地区自贸体系奠定基础。

第三，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区
域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中方愿积极参
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继续积
极推进泛亚铁路建设，争取中泰、中老
铁路等重大项目尽早开工，促进地区

互联互通和信息联通。充分发挥亚投
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
金等平台的作用，为有关项目提供融
资支持。

第四，探索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发
挥各自比较优势，在基础设施、工程机
械、电力、建材、通信、工业园区等领域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第五，共同提升安全合作水平。中
方愿与东盟早日实现防长非正式会晤
机制化，探讨建立中国－东盟防务直通
电话。加强打击跨国犯罪、反恐、灾害
管理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第六，努力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
双方应乘“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的
东风，继续推动海上合作。中方愿同东
盟加强农业能力建设合作，共同维护地
区粮食安全。建设环保信息共享平台，
探讨建立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发
展伙伴关系，携手实现绿色发展。以
2016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年”为契
机，深化人文交流与合作。

李克强强调，中国－东盟合作前景
广阔，机遇难得。中国愿与东盟国家永
远和睦相处，促进共同繁荣，为东亚乃
至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东盟国家领导人积极评价东盟－
中国关系发展取得的成绩，赞赏中方
大力推进《落实东盟－中国面向和平
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行动
计划》，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整个地区的
稳定和发展有利。感谢中方支持东盟
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和共同体建
设、积极参与东盟互联互通整体规划
的落实，以及为东盟国家发展提供的
大力帮助。与会各国领导人表示，东
盟高度重视并积极评价与中国建立的
战略伙伴关系。东盟与中国之间的交
往全面广泛且富有活力。双方共同利

益远大于分歧。东盟各国支持中方关
于举办东盟－中国建立对话关系25周
年纪念活动的倡议，支持2016年确定
为“东盟－中国教育交流年”，欢迎中
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期待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早发挥作
用。东盟愿同中方共同聚焦政治、经
贸、互联互通、产能和文教等广泛领域
合作，通过和平对话建设性妥处分歧，
不以个别的问题影响东盟与中国关系
的大局，愿与中方共同努力，推动双方
关系达到新的水平，共同促进地区的
和平与发展。

出席第十八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

李克强就中国东盟合作提出六点建议

新华社吉隆坡11月21日电（记者
桂涛 郝亚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
间21日下午在吉隆坡国际会议中心出
席第十八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
人会议，东盟十国领导人以及韩国总统
朴槿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主持会议。

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当前东亚
地区经济发展总体保持上升势头，仍
然是全球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
之一。这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大环境，
得益于地区各国坚持把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不久前，第六
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举行，为
推动三国合作健康稳定发展指明了
方向。东盟共同体即将宣布建成，东
盟国家内部合作跨入新的历史阶

段。这将为 10+3 合作增添新的动
力。中方愿同各方走世代友好、合作
共赢之路。李克强就10+3合作提出
六点建议：

一是加快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中
方欢迎本次领导人会议期间发表《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
联合声明》，愿与各方共同努力，力争
2016年结束RCEP谈判，努力建成世界
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发展
最具活力的自贸区。

二是协力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中方
倡议各方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共同维护
地区经济金融稳定，加强地区金融机构
交流和金融资源的整合。共同提升清迈
倡议多边化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加强
信用领域的交流合作，筑牢地区金融安

全网。
三是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中方愿与

各方共同探讨制定“东亚互联互通总体
规划”，促进整个东亚范围的互联互通建
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
将与亚行、世行等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相
互借鉴和补充，共同提高地区基础设施
融资水平。中方正加紧建设东亚海洋合
作平台，将推动海上联通、海洋科研、人
才培训等合作。

四是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中方愿与
各方在自愿、平等、互利基础上，以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机械、电力、建材等
为重点，优先在东盟国家开展国际产能
合作，推动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提升产
业层次，实现可持续发展。中方将于明
年举办10+3国际产能合作研讨会。

五是深化农业减贫合作。中方支持
加强10+3大米紧急储备机制，正推进
东亚现代农业合作示范基地和东亚畜牧
产品交易平台建设，将加强与各方在农
产品流通、农业生产技术、农业金融扶持
和人才培训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落
实“东亚减贫合作倡议”。

六是拓展人文交流。积极促进10+
3旅游、教育、文化、新闻等部长会议机
制发展。中方支持加强“东亚文化之都”
和“东盟文化城市”间交流互动，支持尽
快签署《10+3旅游合作谅解备忘录》。
支持充分发挥智库作用，为推进东亚区
域合作建言献策。

李克强强调，10+3合作多年来秉承
的宗旨是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尊重
国际法，遵循我们之间达成的宣言、协议，

用和平对话而非相互指责的方式解决分
歧。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相互信任、相互
理解、相互尊重的环境。期待各方共同努
力，为地区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和谐的
氛围，更好造福地区各国人民。

与会各国领导人积极评价中方为推
动10+3合作所做积极努力，以及不久
前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重要意义
和作用。他们表示，10+3合作开放包
容，是东亚合作的主渠道，是东亚和平与
发展的动力。东亚经济基本面好，合作
潜力很大，各国应进一步采取务实合作
举措，推进东亚一体化建设，深化经贸、
金融、投资合作，增进区域互联互通，加
快RCEP谈判进程，鼓励人文交流，积极
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携手促进东亚地
区的和平与繁荣。

出席第十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李克强就10+3合作提出六点建议

11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第十八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并发表讲话。这是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韩国前总统金泳三22日凌晨逝世，享年88岁。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金泳三19日因出现发热等症
状，进入国立首尔大学附属医院治疗，当地时间22
日零时21分（北京时间21日23时21分）逝世。

金泳三1927年12月20日出生于出生于庆
尚南道巨济郡长木面外浦里的一个渔民家庭，后
毕业于汉城大学哲学系，1954年步入政界，成为
韩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他是韩国民主化运动
标志性人物之一，为反抗当局的独裁统治，多次遭
到逮捕、软禁。

1992年12月，金泳三在韩国总统选举中赢
得42％的选票，以相对多数当选第14届总统。
执政后，金泳三力推反腐，表示不铲除腐败就不能
创造“新韩国”。他推动国会通过法律，规定公职
人员必须进行财产登记和公开。

在他执政期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韩国成为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成员，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只
是，金泳三在任期间放任韩国的家族企业、大财团
过度扩张，债务堆积如山，成为韩国1997年爆发
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给他的总统任期留
下差评。

金泳三的次子金贤哲同年因收受贿赂而被起
诉，后被判刑，也令金泳三的形象受到损伤。

2011年，金泳三宣布，将把个人财产全部捐
献给社会，不留给子女。

金泳三和他的继任者、已故前总统金大中以
及前总理金钟泌在韩国政坛并称“三金”，如今，随
着金大中和金泳三先后离世，“三金”只剩下金钟
泌一人。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前总统金泳三逝世

这是1997年6月23日在美国纽约拍摄的时
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资料照
片。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莫斯科11月22日电（记者吉黎）因
乌克兰至克里米亚的输电线路遭人为严重破坏，
克里米亚电力供应22日凌晨中断，当局随即宣布
全境进入紧急状态。

克里米亚的电力主要依靠乌克兰供应，自给
率只有30％。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克里米亚总
局消息，当日零时许，乌克兰输往克里米亚的电力
供应突然全面中断，克里米亚190万居民生活在
黑暗中。

俄紧急情况部克里米亚总局副局长弗里德曼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地重要设施和生命保障
机构目前依靠备用发电设备供电，而克里米亚主
要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不会中断。他称目前局势
稳定，完全处于掌控之中，未发生恐慌。

乌克兰至克里米亚输电设施近日连遭破坏。
乌克兰内务部反贪局局长基瓦20日在社交媒体
上披露，本月20日，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对乌克兰
赫尔松州靠近克里米亚边界的几条高压电线进行
了破坏，其中供应克里米亚的最主要的两条输电
线路被切断。

另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消息，乌克兰向克里米
亚供电的这两条330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已经报
修，预计22日夜间能恢复输电。

输电线路遭人破坏

克里米亚宣布
全境进入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仰光11月22日电（记者庄北宁）
缅甸北部克钦邦帕坎镇区行政负责人吴丁瑞敏
22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早晨7时，发
生于帕坎附近玉石矿的山体滑坡已造成94人丧
生。目前未发现有外国人伤亡。

帕坎镇桑卡古村附近一处玉石矿21日凌晨
3时30分发生山体滑坡，大约80座房屋被崩塌的
泥土碎石掩埋，数以百计采石者失踪。

吴丁瑞敏说，到21日晚间，救援人员挖出79具
遇难者尸体，到22日早晨7时，发现的遇难者人数增
加到94人。当地官员和志愿者约300人参与搜救，
还调动了14辆挖掘机。搜救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他介绍说，采矿公司在当地一块大约81公顷的
地带堆放废弃矿石。一些采石者经常私自挖掘碎石
堆寻找可能仍有价值的矿石。这次山体滑坡事件
中，在两座巨型石堆间棚户居住的遇难者最多。

缅甸玉石矿山体滑坡
94人遇难，数百人失踪

11月22日，士兵和救援人员在矿山体滑坡
现场搬运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发

中国与东盟自 1991 年开始对话进
程。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
话伙伴国。

1997年12月，首次中国－东盟领导
人会议发表《联合宣言》，确定了面向21
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2002 年 11 月，双方签署了《中国
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
定了 2010 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的目标。中国作为域外国家第
一个确定同东盟建立自贸区。2010
年 1 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全面
建成。

2003年10月，第七次中国－东盟领
导人会议期间，双方签署了《面向和平与
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在这
次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
作条约》。中国作为域外国家第一个与

东盟结成战略伙伴、第一个加入《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

2004年11月，中国第一个举办东盟
博览会暨商务和投资峰会。当年双边贸
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提前一年实
现既定目标。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东南亚国家，首次提出与东盟携手
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推动缔结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等重大倡议。

同月，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中国－
东盟未来十年的“2＋7 合作框架”，即
在深化战略互信、聚焦经济发展两点
共识的基础上，推进政治、经贸、互联
互通、金融、海上、安全、人文七个领域

的合作。
2014 年 9 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

级版谈判启动，旨在深化地区经济融合
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已从程
序磋商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2015年10月，首次中国－东盟防长
非正式会晤和首次中国－东盟执法安全
合作部长级对话在华举行。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中的“首次”与“第一”

新华社北京 11月 22日电 据商
务部网站消息，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与
东盟十国部长22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
成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
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
协议的议定书》。

《议定书》是我国在现有自贸区基
础上完成的第一个升级协议，涵盖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
作等领域，是对原有协定的丰富、完
善、补充和提升。

例如在服务贸易方面，商务部国际
司负责人表示，我国在集中工程、建筑
工程、证券、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等部
门做出改进承诺。东盟各国在商业、通
讯、建筑、教育、环境、金融、旅游、运输
等8个部门的约70个分部门向我国做
出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双方的具体

改进措施包括扩大服务开放领域，允许
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放宽设立公
司的股比限制，扩大经营范围，减少地
域限制等。

商务部表示，《议定书》的达成和签
署，将为双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助力，加
快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推动实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
万亿美元的目标，并将促进《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和亚太自由贸易

区的建设进程。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我国对外商谈

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自贸区，于2002年
开始实施“早期收获”，2010年全面建
成。在自贸区各项优惠政策的促进下，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从2002年的548
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4804亿美元，
双向投资从2003年的33.7亿美元增长
至2014年的122亿美元。目前，中国是
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

大贸易伙伴，双方累计相互投资已超过
1500亿美元。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本地区贸易
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2013年10
月，李克强总理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
议上倡议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
判。2014年8月，中国—东盟经贸部长
会议正式宣布启动升级谈判。经过4轮
谈判，双方于近日就《议定书》内容达成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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