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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11月
16日电 （记者刘华 郝亚琳）当地时
间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
丽媛在巴厘岛会见印尼总统夫人伊
莉亚娜。

彭丽媛抵达时，当地青年用印尼传
统乐器伽美兰奏响迎宾曲。伊莉亚娜
热情迎接，同彭丽媛合影留念。

彭丽媛在伊莉亚娜陪同下观看
了印尼传统文化艺术展演和工艺制

品展。当地女童们身着节日盛装跳
起迎接贵宾的“朋德舞”。彭丽媛同
她们亲切交谈。彭丽媛称赞印尼巴
厘岛特色的手工丝织品等十分精美。

彭丽媛与伊莉亚娜品香茗、聊家
常、赏音乐。彭丽媛赞赏伊莉亚娜热心
公益，介绍了中国在结核病和艾滋病治
疗与防护方面采取的积极政策和取得
的成绩，希望两国在公益领域加强交
流，共同促进民生福祉。

离开前，身着民族服装的巴厘岛乌
达雅纳大学旅游孔子学院学生用中文
演唱了印尼歌曲《美丽的梭罗河》。彭
丽媛称赞学生们歌声动听，感谢乐师的
伴奏。学生中有人亲热地喊出“彭妈
妈，您好！”彭丽媛高兴地予以回应。她
询问学生们学习和生活情况。她鼓励
大家继续努力学汉语，欢迎印尼更多年
轻人访问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成为中
印尼合作的使者。

彭丽媛会见
印度尼西亚总统夫人伊莉亚娜

应泰王国总理巴育邀请，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于11月17日至19日赴泰国
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中国
驻泰国大使韩志强日前在接受中泰媒体
联合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
国家元首首次访泰，对引领推动中泰关
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韩志强表示，中泰两国有着千年友
好交往的历史传承，“中泰一家亲”深入
人心。新冠疫情发生后，两国携手应对
疫情，合作推动经济复苏，谱写了中泰关
系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新篇章。

今年是中泰建交47周年，也是中
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 10周
年。韩志强说，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
伙伴，也是泰国农产品最大出口市场
和主要外资来源国。近年来，两国经
贸合作克服疫情影响逆势上扬，2021
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今
年有望再创新高。

谈及互联互通领域，韩志强表示，中

老铁路开通近一年来运输的1000多万
吨货物中有很多是中泰之间的运输货
物。加快推进中泰高铁建设、同中老铁
路连接形成贯穿中南半岛的铁路大动
脉，将为畅通中泰人流物流、促进经贸发
展、实现共同繁荣发挥重要作用。

韩志强说，近年来中国企业赴泰投
资增长较快，尤其在发展前沿领域双方
合作前景广阔。中泰在数字经济、绿色
经济、新能源产业等方面的合作方兴未
艾，中国的5G技术、电子商务、电动汽
车、光伏产品等有力助推泰新经济发展，
正成为两国互利合作的新亮点和主要增
长点。

韩志强说，中泰同为发展中国家，又
是亲密近邻，对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有许
多共同利益、主张和立场。他表示，此前
泰国总理巴育应邀出席习近平主席主持
召开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副总理兼
外长敦应邀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
组”部长级会议，用实际行动展现泰方对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的大力

支持。习近平主席为破解全球安全困境
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也得到泰方高度重
视和积极响应。

韩志强表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
泰关系面临空前发展机遇，潜力巨大，前
景广阔，相信习近平主席访泰期间将与
泰方领导人一道为未来中泰关系长远发
展指引方向，注入强劲动力，此行将成为
中泰关系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对于即将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
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韩志强表示，在当
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今年会议的
主题“开放、联通、平衡”契合亚太地区发
展与合作共同需要，有利于推动亚太区
域经济合作。

韩志强说，中方支持泰方发挥东道
主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将为
亚太经合组织发展、完善全球治理和推
进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
国智慧。

（新华社曼谷11月16日电 记者宋
宇 林昊 王亚光）

习近平主席访问泰国对引领推动
中泰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访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16
日电（记者余谦梁 郝亚琳 汪奥娜）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16日在印
度尼西亚巴厘岛闭幕，峰会通过《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言》。

宣言强调，作为全球大型经济体，
二十国集团成员认识到有必要通过
承担集体责任、采取合作举措，以促
进世界经济复苏、应对全球挑战，为
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奠定
基础。

宣言指出，当前全球多重危机叠
加，世界经济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破坏，以及气候变化等其他挑战

导致经济下滑、贫困加剧、全球复苏
放缓并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宣言说，值此全球经济关键时
刻，二十国集团采取切实、精准、迅速
和必要的行动至关重要。要使用所
有可用的政策工具，包括通过国际宏
观政策合作与务实协作来应对共同
挑战。为此，二十国集团将继续承诺
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
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应
对全球挑战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基于主席国印尼提出的“共同复
苏、强劲复苏”主题，各国将采取协调
行动，推进强劲、包容、韧性的全球复

苏以及创造就业和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议程。

印尼总统佐科在闭幕新闻发布会
上说，本次峰会讨论了当前国际经济面
临的严峻挑战，各方同意要采取切实行
动应对。他重申，二十国集团要聚焦经
济和发展问题，不应被政治化。

在峰会闭幕会议上，印度正式接棒
成为二十国集团新一任轮值主席国。印
度总理莫迪表示，未来一年，印度将以包
容、果敢、奋进的态度担任轮值主席国，确
保各成员加速落实集体共识。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下一次峰会将于
2023年9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闭幕

承诺合作应对全球挑战

应泰王国总理巴育邀请，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于11月17日至19日赴泰国曼
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

泰国华侨华人表示，他们热切期盼
习近平主席的到来，相信此访必将推动
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赋予“中泰一家
亲”新内涵，造福两国人民，为两国和地
区发展注入新动力。

继续深化中泰友谊

“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泰国令泰国华侨
华人欢欣鼓舞。”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
楚钦表示，“我们坚信泰中两国友好合作
前景光明，期盼习近平主席此行继续深
化泰中友谊，推动两国合作取得更加丰

硕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暨各行业公

会执行主任李桂雄表示，泰国侨界、广大
华商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访问泰国，访
问消息的发布令他们备感振奋。“习近平
主席此访必将推动泰中两国友好关系与
各领域合作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推动共
建中泰命运共同体，为两国和地区发展
注入强大信心和强劲动能。”

在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才
看来，习近平主席的到访不仅体现了泰
中两国友谊的深厚，也是对泰国经济复
苏的支持。

泰国海上丝绸之路孔子学院泰方院
长张楚雄说，他对习近平主席此访充满
期待，“泰国人民钦佩中国近年来在各领
域的快速发展，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来
泰访问”。

有力推进互利合作

近年来，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成果丰硕，中泰铁路等重大合作项
目扎实推进。今年7月，双方就共建中
泰命运共同体的愿景目标达成一致，赋
予“中泰一家亲”新的时代内涵。泰国华
侨华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行必将推动
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林楚钦表示，泰国华侨华人将继续抓
住中国创新发展与扩大开放的新机遇，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同“泰国4.0”“东
部经济走廊”等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投
身两国在农产品、投资、贸易、高科技、新
能源、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为中泰友好
关系发展与经贸合作贡献力量。

张楚雄认为，正是得益于“一带一
路”倡议同“泰国4.0”“东部经济走廊”等

发展战略对接的大趋势，海上丝绸之路
孔子学院在职业中文培训领域才能取得
优异成绩，为泰中两国在高铁、机电、电
子商务等领域的合作培养了人才。

刚刚在上海参加完第五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
嘉淳表示，中国持续推动高水平开放，将
为泰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机遇。

“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泰国必将有力推
动两国深化互利共赢合作，发扬‘中泰一
家亲’的传统，更好惠及两国和地区人
民。”李嘉淳说。

为亚太合作和全球治理
贡献中国智慧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

济复苏步履维艰，地区合作新机遇新
挑战并存。泰国华侨华人期待中国继
续深入推动亚太地区合作，为地区发
展注入新动能，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
新贡献。

“国际和亚太形势深刻变化，区域合
作发展潜力巨大。”泰中商务委员会主
席邱威功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
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都体现了习近平
主席的远见卓识。“期待中国不断为完
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为构建一个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更多贡献。”

蔡伟才从事金融业工作多年，一
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政
策。他指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
重要引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解决全球性问题离不开

中国的参与”。
泰国北京总商会主席蔡荣庄表示，习

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充分体现出中方对亚太经济合
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彰显中国智慧、
顺应和平发展历史潮流。“期待中国继续
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东方智慧！”

“当前，人类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国
际社会需要携手合作、共克时艰。近年
来，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世界各国共
享中国发展机遇，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
誉。”李桂雄说：“习近平主席此次出席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必将
为地区和全球合作注入更多正能量。”

（新华社曼谷11月16日电 记者林
昊 王亚光 宋宇）

推动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 为两国和地区发展注入新动力
——泰国华侨华人热切期盼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11月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卢森堡大公亨利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中卢始
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成为大小国家友
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典范。两国各领域
交流合作成果丰硕，郑州－卢森堡“空中
丝路”搭建了中欧互联互通的空中桥
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卢携手抗

疫，为两国友谊注入新内涵。我高度重
视中卢关系发展，愿同亨利大公一道努
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
卢关系持续健康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亨利表示，卢中建交半个世纪以来，
双方政治、经济、人文等各领域合作成果
斐然，两国人民友谊不断深化。卢方愿
同中方一道，促进交流、加强合作，共同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卢森堡

首相贝泰尔互致贺电。李克强表示，中
方愿同卢方以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为
契机，扎实推进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推
动中卢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贝泰尔表
示，卢方高度重视卢中关系发展，愿同中
方一道，不断开拓两国合作新领域，推动
双边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习近平同卢森堡大公亨利
就中卢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卢森堡首相贝泰尔互致贺电

当地时间11月16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这是习近平和佐科共同
视频观摩雅万高铁试验运行。 新华社发（视频截图） 习近平同印尼总统佐科举行会谈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前夕，该
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江盖·天努库
尔在曼谷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低迷背景下，各成
员应继续加强合作，促进自由贸易和互
联互通，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复苏。

江盖指出，过去两三年中，新冠疫情
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持续存在，
各方应避免政治干扰，坚持开放和包容
原则，促进自由贸易和包括数字基础设
施在内的互联互通。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在今
年的年度报告中就控制通胀、应对粮食
安全危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应
对气候变化、增强多边贸易体系等提出
建议，以实现更可持续、更包容、更具韧
性的亚太经济增长。

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开放、联通、平
衡”。江盖说，开放是对所有机遇开放，
开放自由贸易；联通是把区域内各个经
济体连接起来，互利合作；平衡是要平衡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
可持续发展。

“今年以来，不少因素使包括泰国在
内的经济体受到严重影响。应对通货膨
胀、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这是关系全球
发展稳定以及民生的重要议题，希望各
方能合力解决。”江盖说。

他表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总

量约占全球的60%，“如果各经济体加强
合作，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能量”。

江盖说，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
的重要驱动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中国的稳定发展
将对区域乃至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受疫情和通胀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增
长正在放缓，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让外界看到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

今年63岁的江盖同时担任泰国工
业联合会主席。过去几十年间，他经常
访问中国，对中国的发展成就印象深
刻。他说：“我每次去中国，都惊叹于中
国的巨大变化。中国克服了诸多困难，
在经济、社会和科技等方面都实现了快
速发展，令人敬佩。”

（新华社曼谷11月16日电 记者王
亚光 任芊）

期待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复苏
——访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江盖

◀上接A01版
中方支持印尼当好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聚焦发展和合作，推进“五大家园”建设，构
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佐科表示，我愿当面再次祝贺习近
平主席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刚才我和
习近平主席共同见证了雅万高铁试验运
行，这是两国战略性合作的象征，印尼愿
同中方一道，全力确保雅万高铁明年如

期投入运营。印尼对双方在新冠肺炎疫
苗研发、生产等领域合作表示满意和感
谢，愿继续加强医疗卫生合作。印尼愿
同中方共同建设好“区域综合经济走
廊”、“两国双园”等重要项目，以及印尼
北加里曼丹工业园建设。希望双方深化
战略合作和务实合作，共同打造两国命
运共同体。印尼愿积极促进东盟中国友
好合作关系发展。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加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2－2026）、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以及经贸合作、
数字经济、职业教育、药用植物等领域合
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
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