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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1 日 电 （记 者 钱

彤）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 11 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各成员领导人围绕“共建面向未来
的亚太伙伴关系”主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商区
域经济合作大计，达成广泛共识。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习近平在讲话中强
调，面对新形势，亚太经济体应深入推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
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共建互信、包
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亚太和世
界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怀柔风光旖旎，雁栖湖畔草木青翠。上
午 9 时 30 分许，前来与会的 20 位经济体领
导人或代表陆续抵达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
迎候在那里的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

习近平指出，亚太经合组织成立 25 年
来，见证了亚太发展的历史成就，亚太发展也
赋予亚太经合组织新的使命。今天，我们聚
首雁栖湖，讨论亚太经合组织如何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加强合作、展翅齐飞，书写亚太发

展新愿景。
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我们应该深入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有利于长远发展
的开放格局，大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
程。我们应该全力推动改革创新，挖掘新的
增长点和驱动力，通过结构调整释放内生动
力。我们应该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
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让脚下之路、规则之
路、心灵之路联通太平洋两岸全体成员。

习近平就此提出 4 点主张。第一，共同
规划发展愿景，把在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
程、推进互联互通、谋求创新发展等方面达成
的重要共识转化为行动。第二，共同应对全
球性挑战，妥善应对流行性疾病、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第三，共同打造合
作平台，将亚太经合组织打造成推进一体化
的制度平台，加强经验交流的政策平台，反对
贸易保护主义的开放平台，深化经济技术合
作的发展平台，推进互联互通的联接平台。
中方将捐款 1000 万美元，用于支持亚太经
合组织机制和能力建设，开展各领域务实合

作。第四，共同谋求联动发展，加大对发展中
成员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扩大联动效应，实现
共同发展。未来 3 年，中国政府将为亚太经
合组织发展中成员提供 1500个培训名额，用
于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能力建设项目。

习近平指出，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
让我们以北京雁栖湖为新的起点，引领世界
经济的雁阵，飞向更加蔚蓝而辽阔的天空。

各经济体领导人围绕主题，就“推动区域
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
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
3项重点议题展开讨论。

习近平指出，要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规
划新愿景，为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采取务实行
动，发挥亚太经合组织引领和协调作用，不断
加大对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的投入。要拓
宽战略视野，展现政治勇气，把握好平衡，积极
采取行动，推动实现亚太经济创新发展、改革、
增长，巩固全球经济引擎地位。要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加强政策沟通和规制衔接，促进人民
友好往来，深化双边、区域、国际各层面合作，

共同致力于实现亚太全方位互联互通。
习近平强调，开展互联互通合作是中方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中方欢迎志同道合的
朋友积极参与有关合作，共同将“一带一路”建
设成为大家的合作之路、友好之路、共赢之路。

各经济体领导人一致认为，在当前全球
经济形势下，要加快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积
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互联互通。各方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有关倡议和主张，高度评价中国为促进亚洲
和世界经济繁荣、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发展发
挥的重要作用，感谢中方为举办本次会议所
做的出色工作。

下午 4 时，会议落下帷幕。习近平致闭
幕辞，对会议讨论情况进行总结，指出与会各
方回顾了亚太经合组织的历史成就和宝贵经
验，展望了亚太长远发展愿景和方向，并就会
议议题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果的讨论，达成
许多重要共识：大力加强亚太伙伴关系；推进
区域经济一体化，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
批准全球价值链、供应链、能力建设等领域重

要合作倡议；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多哈回
合谈判早日结束；加快创新和改革步伐；共同
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加强交流互鉴；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
互通建设；拓展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务实合
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讲话全文见二版）

会议发表了《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
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
和《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
经合组织成立 25周年声明》。

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向中外记者介绍了
会议情况和取得的成果。习近平指出，这次会
议是亚太合作进入历史新阶段的一次重要会
议，也是亚太经合组织大家庭的又一盛会。会
议取得丰硕成果，实现了预期目标，各方对此
感到满意。我们决心发扬互信、包容、合作、共
赢精神，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会议期间，习近平同与会经济体领导人
或代表共同种植亚太伙伴林，体现各经济体
对保护环境的重视和对绿色发展的追求，预
示亚太合作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 近 平 主 持 会 议 并 发 表 讲 话

倡导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共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

11 月 11 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是各经济体领导人或代表集体

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11 月 11 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金秋北京，山水怀柔，雁栖湖畔，亚

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十二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圆满落下帷幕。世人的目光再

一次关注中国，聚焦亚太，放眼未来。这

是亚太区域合作进入历史新阶段的一次重

要会议，也是亚太经合组织大家庭的又一

次盛会，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

性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后危机时期的深

度调整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在，世界

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放缓，面临诸多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新一轮产业革命和

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层

出不穷，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成为世界潮

流。亚太地区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既有机

遇，也有挑战。新形势下，如何破解区域经

济合作碎片化困局？如何在后国际金融危

机时期谋求新的增长动力？如何解决互联

互通建设面临的融资瓶颈？所有这些问题，

都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严峻挑战。北京

APEC会议给出了答案。

在“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主题下，本地区各经济体领导人围绕推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

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

通建设这 3 项重点议题展开深入讨论，达

成了广泛的共识。会议通过了 《北京纲

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

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 和 《共建面向未

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经合组织成立

25 周年声明》 这两份成果文件，进一步

明确了亚太的发展方向、目的和举措。

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

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

区路线图，朝着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方向

迈出了历史性一步，标志着亚太自由贸易

区进程正式启动，体现了亚太经合组织成

员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和决心。这

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决定，将把亚太区域经

济一体化提升到更高水平，也将使太平洋

两岸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经济体广泛受

益，为亚太经济增长和 APEC 成员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 《互联互通

蓝图》，确立了在 2025 年前实现加强软

件、硬件和人员交流互联互通的远景目

标。各经济体将按照蓝图的构想，加大投

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复合型亚太互

联互通网络，为实现亚太发展繁荣夯实互

联互通的基础。 （下转第三版）

共绘亚太美好新蓝图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中南海会晤
强调要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11 月 11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

海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这是两国

元首在瀛台涵元殿前握手。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记者刘

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日晚在中南海同
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中
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晚上的中南海，水波荡漾，树影婆娑。
习近平在瀛台前迎接奥巴马，两国元首亲
切握手，互致问候。习近平欢迎奥巴马来
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说，你这次
访问日程很紧。我们既安排了国事访问的
正式活动，也安排了一些轻松场合。希望
你的访问愉快，取得丰硕成果。奥巴马表
示，很高兴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祝贺
中国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

瀛台桥上，两国元首凭栏远眺。亭台楼
阁，错落有致，华灯初上，熠熠生辉。古老的
瀛台见证了几百年中国的变迁。习近平向
奥巴马介绍瀛台历史。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