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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2日至 15日，第14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东博会）在广西南宁举
行。本届东博会把服务、对接“一带一
路”建设作为办会主旨，以“共建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助推区域经济一
体化”为主题，进一步推动合作机制创
新，提升对话合作平台实效，夯实了
“南宁渠道”。

各国政要高规格出席了本届东博
会，旨在汇聚共建“一带一路”更多共
识，推动中国—东盟友好合作迈上新
台阶。
“实现了‘一带’与‘一路’的有

机衔接；在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
取得了新的成效；在贯通贸易新通道方
面作出了新的尝试。”中国—东盟博览
会秘书长王雷从三方面概括了本届东博
会的亮点。

本届东博会建立了促进“一带一
路”有机衔接的新机制，进一步推动了
中国与东盟融入全球价值链。

本届东博会首次邀请“丝绸之路经
济带”相关的哈萨克斯坦担任特邀合作
伙伴，举办了中哈地方合作论坛、国家
形象展示、国家推介会等活动，推动了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其
中，中哈地方合作论坛是东博会首次举
办面向东盟以外的高层论坛，也是中国
领导人首次出席、中外领导人首次共同

出席的东博会高层论坛。
同时，东博会首次设立了“一带一

路”展区，重点展示了哈萨克斯坦、斯
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等“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特色商品，受到了采购商
的欢迎。

此外，东博会在促进与区域外的经
贸合作方面也取得新进展。国际展区展
示了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波
兰、伊朗、格鲁吉亚、加纳等区域外国
家的特色商品。“10+1”以外共有16个
国家115家企业参与，创历史新高。

博览会期间还举办了中英共建“一
带一路”商业合作机遇分享会，为促进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发挥了积极
作用。

本届东博会深化“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经贸和国际产能合作，在推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东盟自贸
区升级版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与此同时，举办了80场经贸促进活
动，其中包括举办了东盟各国和特邀合
作伙伴国家推介会、中国部分省市投资
推介会、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圆桌会、
东盟产业园区招商大会、中国驻东盟使
领馆参赞与企业家交流会等活动。这些
活动既发布了各个国家和地方的投资最
新环境和政策，又凸显了行业发展动态
和前沿热点；既促成了企业间的合作，

又推动了银企互动。
本届东博会还以中国—东盟旅游合

作年为契机，举办了中国—东盟旅游合
作对接会，东盟10国经贸、旅游主管部
门、“魅力之城”代表团与中方旅游企
业、旅游协会、航空公司、酒店集团开
展了对接。

国际产能合作也是东博会中的重头
戏之一。本届博览会成功举办国际产能
和装备制造合作系列活动，包括国际经
济与产能合作展、双边产能合作论坛和
推介会、项目对接等，推动了中国—东
盟产能合作走向深入。

东博会框架下共举办 36个高层论
坛，其中会期举行25个，为历届最多。
通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活动，开展了
部长级磋商以及政府官员、企业家、专
家学者、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之间的对话
沟通，建立了更多的合作机制，推动了
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东盟港口城
市合作网络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丰
富了“南宁渠道”，推动了“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在各领域的实践。

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
峰会举办了文莱国家领导人与中国企业
CEO圆桌对话会、中国—东盟商界领袖
论坛、中国—东盟电商平台成果展示与
线下活动、中国—东盟商事法律合作研
讨会、东盟东部增长区贸易投资研讨

会、商务午餐会等活动，积极推动政企
对话，组织项目对接和企业洽谈，帮助
企业开展经贸投资、互联互通、产能等
全方位的合作。

来自我国重庆、广西、贵州、甘肃
和新加坡的5位企业代表共同在博览会
开幕式上启动“南向通道”“多式联运”
项目，这是本届东博会的又一亮点。
“南向通道”作为中国和新加坡正在

中国西部地区合作推进的第三个国家级
项目，备受各方广泛关注。这个项目向
南与东盟国家海陆相连，可顺畅对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北在亚洲内
陆联接“渝新欧”和“郑新欧”，使中国
与中西亚地区甚至欧洲紧密联系在一
起。这条大通道的建成，将实现“丝绸
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和长江经济带在西部地区的有机衔
接。借助这条大动脉，相关国家与地区
将实现产能、市场等要素共享，促进国
际和地区间经贸文化交往，构建西部地
区开发开放新格局。
“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

国—东盟博览会、商务与投资峰会一
定会越办越精彩，为共建‘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
献。”王雷说。

推动合作机制创新 提升对话平台实效
——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巡礼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泰国广西总会主席李铭如今年是第
4次受邀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9月
13日，她参加中国—东盟商会领袖高峰
论坛并作了发言，之后接受了记者采访。

谈到对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印象，李
铭如连连说好。
“说到东博会，我首先想说一下南

宁这座城市，南宁变化太大了，现在变
得非常漂亮。东博会极大地推动了南
宁的发展，也带动了区域发展。”李铭
如说。

李铭如表示，东博会这几年服务水平
的不断提升也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以
前只是单纯办会，现在服务向会前会后延
伸。会议举办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及
各市代表会到泰国去访问和举办推介会，
咨询、了解泰国客商的合作意愿。在对彼
此需求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再参加东博
会就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民心相通，就是双方要多走访、交

流，之后的投资和合作自然水到渠成。”李
铭如说。

作为祖籍在广西玉林市的侨商，李铭
如十分关心故乡的发展。泰国广西总会
联系和团结着30万侨胞。李铭如长期以
来热心地做沟通协调工作，成为侨胞与广

西联系的桥梁。
“我们会馆乐意成为广西乡亲的联络

站。对于来泰国的广西招商人员，如果我
们会馆有适合的项目，我会积极推荐；如
果我们会馆没有，我会到外面去帮忙联
系。”李铭如说。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
要理念之一，文化交流更是相通的一种软
实力，是最有效、最受欢迎的桥梁纽带。
今年，广西壮族“三月三”期间，李铭如邀
请广西崇左市文化艺术团到泰国访问，把
壮族的特色文化带到了泰国，在当地引起
了轰动。9月2日，泰国广西总会和广东
岭南艺术团合作主办了一场“‘一带一
路’走进东盟”文艺晚会，通过音乐歌舞艺

术让东盟国家更多地了解中国，得到了泰
国各界的好评。

李铭如说，希望中泰文化的交流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一直延伸下去，中泰一
家亲的友好情谊更加广泛深入。

李铭如和广大侨胞们希望能引智引
资，鼓励更多华人参加“一带一路”建设。
同时，加强泰中双方经济贸易往来，促进
工商企业合作，扩大贸易与投资。
“这是我们泰国广西总会这一群热爱

祖国、关心家乡的海外侨胞共同愿望和期
盼，也是我们对‘一带一路’建设最务实、
最积极的大力支持和热烈响应。我们立
志今后为加强与促进泰国和广西的经贸
往来作贡献。”李铭如说。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张敬礼报道:“农业银
行率先在广西成立了东盟跨境人民币业务中心和中国东
盟货币兑换中心，首家发布‘人民币对东盟货币汇率指
数’‘农银越南盾指数’，挂牌对东盟9个国家的货币汇
率。成立三年来，该中心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1070亿元，人民币兑换越南盾成交213亿元。成功开
辟了中国—东盟银行间交易新市场。”9月13日，中国
农业银行副行长郭宁宁在第9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
发展领袖论坛上说。

2014年 4月 26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东兴试验
区)东盟货币业务中心正式揭牌，率先实现了独立的
“轮值报价”“抱团报价”人民币对越南盾汇率报价机
制,这标志着20年来汇率主要由地摊银行定价的历史宣
告结束,极大降低了边贸客户汇兑成本和交易风险，为
边贸业务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

2014年12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越南盾银行间区
域交易市场挂牌，农业银行东盟货币中心越南盾报价首
次被采用，作为官方指导价格对外发布，越南盾在全国
范围内挂牌交易初步形成。在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上,农行广西分行首家发布了“农银人民币对东盟货
币汇率指数”“农银越南盾指数”，并为东盟9国货币汇
率挂牌,成为同业中率先独立编制和发布东盟货币相关
指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海关总署批准，并经中国
农业银行总行同意，今年9月份货币业务中心将与越南
芒街农行签署跨境现钞调运协议，开展越南盾/人民币
现钞跨境调运业务，这标志着东盟货币中心将实现跨境
金融业务又一重大突破，成为广西首家开展人民币/越
南盾双币种现钞调运业务的商业银行，为人民币国际化
提供了回流机制，助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战略。

目前,东盟货币业务中心在越方的边贸结算代理行
已扩展至9家,日均跨境结算量达3000万元人民币,东
盟货币业务中心与越南银行、新华速汇交易服务有限公
司创新跨境“三方合作”,成功办理区内首笔代理特许
兑换公司跨境经常项目下汇兑业务，打开了跨境人民币
结算新的通道。

可以坐地铁参加东博会

了！来南宁参加第14届东博

会的中外嘉宾觉得这座城市又

有了新的变化。除了地铁，快

速公交也纵横市区，出行更加

方便了。东博会举办以来，南

宁每年都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四

海宾朋。

以在南宁永久举办的中国

—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

务与投资峰会及其系列活动为

平台，中国与东盟之间建立了

融政治外交、经贸合作、人文

交流为一体，推动深度交流和

共赢发展的稳定沟通、合作渠

道，这就是“南宁渠道”。

“广西作为中国东盟合作

的前沿，近年来在与东盟各国

的贸易、投资、互联互通、民

间往来方面都发挥着引领和表

率作用，交出了一张张优秀的

‘成绩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广西可充分拥抱中国—东

盟合作的新机遇，打造中国—

东盟合作的新亮点。”中国驻

菲律宾大使赵鉴华在接受中国

媒体采访时表示。

广西作为东博会的承办

方，在共建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的进程中，不断拓展“南

宁渠道”内涵和外延。

在硬件建设方面，广西推

动形成与东盟国家在陆地、港

口、航空等基础设施更高水平

的互联互通；在软件建设方

面，在产业、信息、金融以及

对外交流等也将不断加快步

伐，以提升“南宁渠道”的质

量和速度。

目前，广西毗邻东盟的主

要边境城市均已通达高速公

路，广西北部湾港与7个东盟国家的47个港口建立了海

上运输往来航线，定期集装箱外贸班轮航线达29条，

年货物吞吐能力超过2亿吨。南宁机场通航东盟10国的

城市达20个。

截至目前，已有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

甸、马来西亚6个东盟国家在广西南宁设立领事馆，广

西与东盟缔结的友好城市数量达45对，100多个“魅力

之城”集聚了共识，促进了中国—东盟城市的务实合

作。

同时，广西不断完善对接东盟的多层次、全方位合

作机制，一批新的区域合作平台正在形成。其中，中越

跨境经济合作区(筹)、中泰(崇左)产业园区等多个重点

项目列入GMS区域投资框架优先项目,中泰玉林旅游文

化产业园、中新(南宁)产业园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南宁

—新加坡经济走廊达成共识,中越“两廊一圈”扎实推

进,“文莱—广西经济走廊”建设成为新亮点,中马“两

国双园”建设快马加鞭。

“南宁渠道”已成为深化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平

台，更多的“南宁宣言”“南宁声明”不断推进。“南宁

渠道”已经从经贸领域扩展到各个领域，将政治外交、

经贸促进和多领域合作结合起来，形成中国与东盟全方

位、包容性极强的合作发展模式。

此外，东博会还促成建立起多领域合作机制，带动

了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中国—东盟企业家联合会、

中国—东盟青年联谊会、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等重

大项目落地，夯实了中国—东盟合作的“南宁渠道”，

推动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访泰国广西总会主席李铭如

本报记者 童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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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货币业务中心作用日益凸显

以“共建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旅游助推区域经济

一体化”为主题的第14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日前在

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

会进一步推动合作机制创

新，提升对话合作平台实

效，推动中国与东盟建设更

高 水 平 的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参观者在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一带一路”专题

展区了解情况。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来自泰国的参展人员在

制作榴莲华夫饼。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斯里兰卡展商在为顾客

挑选商品。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首届中国—哈萨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在南宁举行。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