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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巴育总理，
各位同事：

很高兴同大家相聚在美丽的“天使之城”曼谷。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首次在线下聚首。

我谨对泰国政府特别是巴育总理为筹备本次会议

作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世界经济复苏

面临各种挑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受到冲击，通货膨胀、粮食、能源安全等问

题复杂严峻。

亚太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也是全球经济增长

动力之源。过去几十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

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亚太合作早已

深入人心。

现在，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亚太

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

中国古人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

惧。”新形势下，我们要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再创亚太合作新辉煌。这里，我愿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建设和平稳定的亚太。

亚太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和平稳定的环

境。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相互尊重、团结合作，遇到事情

大家商量着办，寻求最大公约数。我们应该坚持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

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

道路和社会制度，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

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我们要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为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提供保障。

第二，坚持开放包容，建设共同富裕的亚太。历

史反复证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我

们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构建更加紧密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推进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早

日建成高水平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我们要坚持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

进亚太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方愿同有关各方全面

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继续

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促进区域融合发展。明

年，中方将考虑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为亚太和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

第三，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建设清洁美丽的亚

太。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

同挑战。我们要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加速数字化绿色

化协同发展，推进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

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今年，我们共同制

定了生物循环绿色经济曼谷目标，协同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中方将为落实曼谷目标提供支

持。我去年在联合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在减贫、粮

食、能源、卫生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加快落实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欢迎亚太国家积极参与。

第四，坚持命运与共，建设守望相助的亚太。我

们要以战略和长远眼光看待亚太合作，维护亚太经

合组织在区域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维护亚太合作

正确方向。要秉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宗旨原则，不断

深化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要发

扬大家庭精神，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朝着构建亚太

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各位同事！

上个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成

功举行，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指明了方

向、规划了蓝图。中国愿同所有国家在相互尊重、平

等互利的基础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中国将坚持实

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坚持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继续同世界特别是亚太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泰国有句谚语：“撒什么种子结什么果。”我们

已经共同播下布特拉加亚愿景的种子，应该精心栽

培、共同呵护，培育亚太共同发展的繁荣之花！

谢谢大家。 （新华社曼谷11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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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再创亚太合作新辉煌

（上接第一版）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按照“越办越好”

要求，全面筑牢疫情防控底线、全力提供一

流城市环境和服务保障，实现了第五届进

博会安全、精彩、富有成效的预期目标。要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扩大

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深化国家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着力培育开放新业

态新形态，努力增创开放新优势，持续推动

开放新合作，全面树立开放新形象。要把进

博会作为观察市场变化的晴雨表、了解企

业发展的风向标，善于捕捉和把握机遇，扩

大进博会溢出效应，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认真总结经验成果，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全方位提升进博会关注度和影响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长期有效铁规矩硬杠杠

（上接第一版）来自16个区和41所高校的

共57个代表团方阵身着整齐服装、迈着

矫健步伐依次入场，以昂扬姿态展示新

时代上海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有为、

开拓进取的青春风采。

徐寅生、胡荣华、徐根宝等上海体

坛名家来到现场，与青少年运动员互

动。奥运冠军吴敏霞、钟天使担任节目

司仪。奥运冠军乐靖宜、王励勤、徐莉

佳、许昕、姜冉馨，世界冠军曹燕华、

潘晓婷、庞佳颖、章晓雯、高磊、叶

冲、黄雪辰等上海优秀运动员集体亮

相。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沪”动的青

春》青少年体育风尚展示，让现场观众

共同感受本届市运会的青春朝气与阳光

活力。在《一起向未来》的歌声中，开

幕式落下帷幕。

本届市运会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

1月举行，设青少年组和高校组两个组

别，是迄今为止项目设置最全、报名人数

最多的一届市运会，共设置38个大项、

53个分项、1401个小项，首次将智力运

动、攀岩、滑板、冰球等列入正式比赛项

目， 3万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比赛。

“沪”动青春“运”育未来 第十七届市运会开幕

（上接第一版）广大中小企业作为科技创

新的生力军，既是知识产权的重要创造

者，也是知识产权价值实现的受益者和

推动者，期待各位嘉宾围绕论坛主题提

出真知灼见，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创新

活力。

申长雨在致辞时表示，中小企业对

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本届

论坛聚焦加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助力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是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行动。近年来，国家

知识产权局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

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着

力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

和服务，提高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成效，支

撑实体经济发展。期待与会嘉宾围绕论

坛主题深入交流，共同探讨知识产权助

力中小企业发展的有效路径，为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邓鸿森表示，上海已成为引领知识

产权活动的中心城市。上海-苏州集群

在WIPO发布的全球科技集群中名列

第六。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发

展，发布《上海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纲

要》及《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

四五”规划》，全面加强知识产权生态体

系建设，包括深化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的紧密合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赞赏上

海在建立一个强大有效的知识产权生态

体系进程中所取得的进步，期待在未来

继续加强双方的卓越合作。

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国家知识产权

局副局长胡文辉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

干事特别授权代表、中国办事处主任刘

华为获得第四届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的

单位和个人代表颁奖。

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由国家知识

产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上海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承

办。为期3天的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方式举行，中外嘉宾将就“强化知识产权

运营服务 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

中小企业成长的开放创新与知识产权运

用”“创新知识产权运营 助力中小企业

发展”等话题开展交流探讨。

全力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中心城市

当地时间11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泰国曼谷会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新华社记者 翟健岚摄

当地时间11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泰国曼谷会见智利总统博里奇。

新华社记者 翟健岚摄
当地时间11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泰国曼谷会见文莱苏丹哈桑纳尔。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当地时间11月1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泰国曼谷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

理马拉佩。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上接第一版）

第三，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建设清

洁美丽的亚太。我们要加强经济技术合

作，加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推

进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

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中

方将为落实生物循环绿色经济曼谷目

标提供支持，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欢迎亚太国家积极参与

全球发展倡议，在减贫、粮食、能

源、卫生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

第四，坚持命运与共，建设守望相

助的亚太。我们要以战略和长远眼光看

待亚太合作，维护亚太经合组织在区域

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维护亚太合作正

确方向。要秉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宗旨原

则，不断深化互信、包容、合作、共赢

的亚太伙伴关系，发扬大家庭精神，同

舟共济、守望相助，朝着构建亚太命运

共同体不断迈进！

习近平强调，上个月，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举行，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指明

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中国愿同所有

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中国将坚持实

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

外开放，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继

续同世界特别是亚太分享中国发展的

机遇。

习近平最后指出，泰国有句谚语：

“撒什么种子结什么果。”我们已经共同

播下布特拉加亚愿景的种子，应该精心

栽培、共同呵护，培育亚太共同发展的

繁荣之花！

会议由巴育主持，主题为“开放、

联通、平衡”。

17日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欢迎

晚宴。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本报曼谷11月18日专电 （特派记
者张松） 当地时间11月18日下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曼谷会见文莱苏丹哈桑

纳尔。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隔海相

望的近邻、相互信赖的朋友、共同发展

的伙伴，树立了大小国家和谐相处、互

利共赢的典范。明年将迎来中文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双方要一道努

力，推动中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更

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保持沟通交

流，用好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

制，统筹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深

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推进“一

带一路”重点项目，深化基础设施、农

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打造绿色

发展和数字经济合作增长点，有序

开展两国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中

方赞赏文方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

间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

愿同文方继续加强在东盟和亚太经

合组织等框架内沟通协调。中方愿和

文莱及其他东盟国家一道，积极推进

海上合作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

哈桑纳尔表示，再次祝贺中共二十

大成功召开，祝贺习近平主席连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

下，中国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我坚信，中国一定能够继续保持

繁荣发展，实现既定战略目标。文中

关系友好，合作成果丰硕。文方高度

赞赏中方向文方捐赠新冠肺炎疫苗，

感谢中方给予文方担任东盟轮值主席

国工作大力支持。文方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推动文中关系更

上一层楼，欢迎中方积极参与文莱经

济多元化进程，加强经贸、教育、人

文、体育、防务等领域交流合作。文

方愿为推进东盟同中国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

见。

本报曼谷11月18日专电 （特派记
者张松）当地时间11月18日下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曼谷会见智利总统博

里奇。

习近平指出，智利是首个同中国建

交的南美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智

关系作为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

先行者，成为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的典

范，值得倍加珍惜。双方要继续坚定相

互支持，尊重彼此人民选择的发展道

路。中方愿同智方一道，推动中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智方密切

各层级友好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投资、农

业等领域务实合作，挖掘公共卫生、

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新动

能。双方应该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

织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作，弘扬全人

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

博里奇表示，习近平主席带领中

国取得了伟大发展成就，使近亿人摆

脱贫困，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

智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学习

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深化基础设

施、减贫、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欢

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智利投资合作，支

持中国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和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智方秉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愿同中方加强交往，更好地了解中国。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

见。

本报曼谷11月18日专电 （特派记
者张松） 当地时间11月18日下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曼谷会见新西兰总理阿

德恩。

习近平指出，总理女士多次表示，

新西兰坚持独立外交政策，中新关系是

新西兰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要

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我对

此高度赞赏。今年是中新建交50周

年。50年来，中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

发展，两国各领域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

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

极贡献。中方视新西兰为重要伙伴和朋

友。双方要总结历史经验，继续发扬争

先精神，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

前迈进。

习近平强调，中新两国社会制

度、发展阶段、历史文化不同，在一

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自然的，但不应

让分歧来定义或影响双边关系。作

为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 我 们 要 加 强 沟

通，增进互信，照顾彼此核心利益

和 重 大 关 切 ， 确 保 中 新 关 系 可 持

续、不偏航。要深化在经贸、科技、

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实施好中新自

由贸易协定升级版和 《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要传承好、发展好

“路易 · 艾黎精神”，支持两国地方、

民间、青少年加强对话交流，增进两

国民众友谊。中新都是多边主义和自

由贸易的倡导者和受益者，要坚持经

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

全球性挑战。和平是中国最执著的追

求，中国历史上没有、现在没有、今

后也不会谋求霸权。中国对太平洋岛

国政策的出发点始终是求和平、谋发

展、促合作。中方愿同新方密切协

作，共同促进太平洋岛国地区和平稳

定和发展繁荣。

阿德恩表示，新西兰人民迄今对

习近平主席 2014年访新情景记忆犹

新，我对2019年访华期间同习近平主

席进行会见也记忆犹新。新中两国友

好交往源远流长。尽管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双方关系依然保持强劲发

展势头。双方应该以今年新中建交50

周年为契机，认真总结经验，加强高

层往来，深化两国在经贸、教育、应

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我高度赞赏

习近平主席今天上午在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观

点。感谢习近平主席分享真知灼见。

中国是促进世界未来发展繁荣的重要

力量。新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致力

于同中方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愿就

南太平洋事务深入交流，为促进亚太

地区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

见。

本报曼谷11月18日专电 （特派记
者张松） 当地时间11月18日下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曼谷会见巴布亚新几内

亚总理马拉佩。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好朋

友、好伙伴、好兄弟，是发展中国家

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中方愿

同巴新建设更高水平、更加互惠的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为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发挥引

领和示范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巴新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农林渔业、基

础设施、经济特区建设、防灾救灾、绿

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扩大进口巴新优势

产品，鼓励中国企业赴巴新投资合作。

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用好中国同太

平洋岛国有关应对气变、减贫、农业、

防灾、菌草技术、应急物资等六大合作

平台，实施好电网、菌草和旱稻技术援

助等项目。中方重视巴新地震灾后重建

工作，愿为此提供帮助。我一直关注巴

新布图卡学园发展，愿根据巴新需要，

派遣教师赴学园任教，提供教学设备等

物资。

习近平强调，中国发展同太平洋岛

国友好关系，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开放包容，不针对第三

方，也没有兴趣搞地缘争夺。中方愿同

巴新等太平洋岛国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的协调配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

义，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

稳定、繁荣。

马拉佩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

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实

现繁荣稳定，近亿人摆脱贫困，过上

幸福生活。十分高兴习近平主席再次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巴新同中国的

友谊历久弥新。中国为巴新经济发展

提供了菌草技术等无私帮助。巴新将

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

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致

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等领域合作，密

切青年、教育等人文交流。欢迎更多

中国企业赴巴新投资合作。没有任何

势力能够阻挡巴新同中国关系进一步

发展。巴新愿继续积极促进太平洋岛

国地区同中国关系发展。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

见。

本报曼谷11月18日专电 （特派记
者张松） 当地时间18日上午，应泰国

总理夫人娜拉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夫人彭丽媛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

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部分经济体领

导人及代表的配偶共同参观大城府国家

艺术博物馆。

彭丽媛抵达时，娜拉蓬在博物馆

门口热情迎接并全程陪同参观。展厅

内陈列着泰国王室重大庆典艺术品和

泰国传统手工艺展。彭丽媛不时驻

足，听取讲解，称赞泰国手工艺人的

工匠精神。当听说博物馆是根据诗丽

吉王太后意愿建立，旨在传承发展泰

国传统手工艺，帮助偏远地区贫困家

庭自力更生时，彭丽媛表示赞赏，并

说这和中国在老少边穷地区开展扶

贫的理念很相近。在看到博物馆出

售失学儿童通过王宫手工艺学校培训

制作的作品时，彭丽媛欣然表示要购

买一些，以支持泰国王室扶贫项目。

一个莲花烛台吸引了彭丽媛的注意。

彭丽媛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中

国人爱莲，崇尚莲花蕴含的纯洁高贵

的品质。娜拉蓬深表赞同，说莲花是

泰国人礼佛的花。彭丽媛高兴地表

示，这生动反映了中泰人民价值理念

相近相通。

参观过程中，彭丽媛同其他经济体

领导人配偶亲切交流，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