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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东盟创新年，9 月 12
日在广西南宁开幕的第十五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 （简称“东博会”）、中国—东
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围绕“共建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构建中国—东盟创新共同
体”主题，通过展览、论坛等活动，深
化经贸、创新、国际产能等多领域合
作，推动中国—东盟全方位务实合作提
升到新水平。

吸引力持续增强

东博会举办15年来，紧扣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建设、升级各阶段
发展需求，不断延伸展会价值链，从推
动贸易投资合作到带动金融、海关、物
流、园区、科技、人文等多领域合作，
发挥了很好的辐射效应，让双方企业和
人民实实在在地受益。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和
东盟贸易额达 5148.2 亿美元，是 2003
年的 6.6 倍，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
重进一步上升到八分之一。中国已连续
9 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
续 7 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8
年 1 月份至 5 月份，中国—东盟贸易额
同比增长18.9%，达到2326.4亿美元。

在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5
周年，东博会、商务与投资峰会创办15
周年背景下举办的本届东博会，受到各
方高度重视。中国和东盟10国部长级官
员、众多世界 500 强企业领军人物等共

赴这场承前启后、合作共赢的盛会，充
分体现了东博会的影响力、吸引力持续
增强。

本届东博会企业参展积极性高涨，
体现了企业对东博会促进中国—东盟经
贸实效的高度认同，并对中国—东盟合
作未来前景充满信心。

在本届东博会上，国内企业在商品
专题的重复参展比例达 40%，在投资合
作专题和服务贸易专题的重复参展比例
达 84%，同时吸引了一批新的知名企业
参展，东博会市场集聚力进一步增强。
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等 8 个
东盟国家包馆。区域外国家申请展位超
出计划的 43%。坦桑尼亚、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等 19 个“10+1”
以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共 114 家企
业参展，展示各国特色商品。据介绍，
本届东博会共有2780家企业参展，比上
届增长2.6％。

创造更多商机

本届东博会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交
流活动，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创造更多商机。

柬埔寨第二次出任东博会主题国，
举办了“魅力之城”开馆仪式、国家推
介会等主题国活动。开幕大会前，柬埔
寨艺术家表演了本国特色文艺节目。

本届东博会的一大看点是，继澳大
利亚、韩国、斯里兰卡和哈萨克斯坦担

任特邀合作伙伴之后,迎来举办 15 年以
来的首位非洲朋友——坦桑尼亚。坦桑
尼亚在开幕大会上表演了本国特色文艺
节目，并在展会期间展示了国家形象和
本国的咖啡、茶叶、蜂蜜、香料、手工
艺品等特色商品。这充分说明了东博会
促进“一带一路”经贸文化交流的作用
进一步凸显。

东博会期间安排经贸促进活动超过
90场，这些活动紧扣中国—东盟创新年
的合作主题，创新合作贯穿于会期经贸
活动之中，先进技术展区扩大一倍，继
续举办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
大会等，充分展现了中国—东盟创新成
果及创新合作的发展新趋势，为中国—
东盟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同时，展会期
间举办了19场专场采购对接会、东盟及
坦桑尼亚国别推介会，并利用新业态提
升经济实效。此外，东博会继续推进国
际产能和投资合作，举办了国际经济与
产能合作展，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论坛、
中缅经济走廊论坛等国际产能合作系列
活动，推动了相关工作机制的完善和实
施，促进了产能合作项目落地。

本届东博会还围绕“一带一路”建
设举办了35个高层论坛。产能合作、信
息港、技术转移、金融、环保、文化、
农业、矿业、减贫、智库等已形成机制
和品牌的论坛今年继续举办，同时新增
应急救援和海洋 2 个专题论坛，覆盖的
领域更广泛，交流更具体、更务实、更
深入。

深化经贸合作

与东博会同期举办的商务与投资峰
会，已成为中国与东盟间开展政企对话、深
化经贸合作、推动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
台。本届峰会在巩固擦亮、优化提升原有
品牌的同时，创新了模式，丰富了活动内容。

东盟国家领导人与中国企业CEO圆
桌对话会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成功
举办 10 次，促成中国企业在越南、印尼、
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达成一批重大合作
项目，合作金额累计超过480亿美元。

9 月 11 日，第 15 届中国—东盟商务
与投资峰会框架下的柬埔寨王国首相洪
森亲王与中国企业CEO圆桌对话会在广
西南宁市成功举办。本次对话会以“中柬
经贸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为主题，推动
双方在金融、电力、园区、工程承包、通讯
等领域逾80亿美元的项目合作。

除了柬埔寨国家领导人与中国企业
CEO 圆桌对话会、本届峰会进一步推动
中国和东盟商界交流合作，还举办了首届

“一带一路”新经济发展论坛、中国—东盟
商界领袖论坛、首届“一带一路”青年领袖
论坛、中国—东盟商事法律合作研讨会、
中国—东盟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论坛等重
要活动，充分反映双方工商界在创新领域
加强合作的愿望，帮助企业开展经贸投
资、互联互通、产能等全方位合作，助
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取得更多成
果，惠及双方企业和人民。

推动中国—东盟全方位务实合作提升到新水平——

合作更紧密 振翅再高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在去年的东博会上，来自

中国重庆、广西、贵州、甘肃

与新加坡的5位企业代表共同

启动了象征南向通道联通5地

的“合作手印”装置。时隔一

年，第 15 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继续将南向通道作为重要内

容，并围绕南向通道设计系列

经贸交流活动，促进各方对南

向通道形成更多共识。

近年来，中国积极建设国

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南向经川

渝贵、广西北部湾到达新加坡

等东盟国家，辐射南亚、中东

等地区，北经甘新等省市通过

中欧班列连接中亚和欧洲。南

向通道的建设，经中国西部地

区将“一带”与“一路”有机

衔接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环

线，为双多边百姓的生活带来

更多福祉，推动了地区和平、

稳定与发展，促进了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更紧密。其中，

广西深耕东盟、拓展南亚、面

向世界，不遗余力地推进南向

通道建设。经广西出海的南向

通道，重塑了沿长江运输到东

盟的传统路线。

东博会作为中国和东盟国

家共同主办的国际性经贸盛

会，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工作机

制和合作渠道。通过东博会这

个平台，西部地区可以更好地

与东盟国家开展全方位合作。

本届东博会继续积极推进南向通道建设，打造南向

通道沿线省区市开拓东盟市场的综合服务平台。设置南

向通道沿线省区市展区，展示沿线省区市相关政策措

施、产业优势、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同时举办南向通

道专题推介会，搭建南向通道建设的政策沟通、物流合

作、产业对接、项目落地平台。此外，还邀请南向通道

沿线省区市有关部门和企业参加投资合作圆桌会、项目

对接会、果蔬采购对接会、旅游合作大会等东博会投资

及贸易促进活动。

这些举措推动了各方围绕南向通道建设开展对话交

流，在海关、物流、质检等领域建立了更多合作机制，

有效地解决了南向通道建设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

进了南向通道沿线省区市与东盟及“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的开放合作。在东博会的推动下，南向通道有效衔接

“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东盟之间的陆海贸易新通道。

南向通道建设步入务实合作阶段，成果丰硕。东盟

国家的特色水果已走入中国百姓家，中国的果蔬在东盟

国家的超市也随处可见。目前，联通重庆至新加坡的北

部湾港—重庆班列、北部湾港—香港航线和北部湾港—

新加坡航线三个“天天班”实现了常态化运营，更使南

向通道海铁联运干线运营实现常态化。同时，北部湾港

至兰州、贵阳、昆明、成都等西部主要城市的海铁联运

班列也相继开行，正在逐步实现常态化运营。南向通道

已初步显现出强大活力与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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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于 9月 12日—15
日在广西南宁市举办。东博会秘书处秘
书长王雷就本届东博会相关问题接受了
记者采访。

记者：今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 15 周年，东博会创办 15 周

年，本届东博会有哪些亮点？

王雷：“高端、创新、务实、拓展、
扩大、提升”是本届东博会的亮点。高
端，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继续高
规格出席本届东博会。中国和东盟10国
部长级官员、世界 500 强企业领军人物
参会。创新，体现在新设置“一带一
路”国际展区和“南向通道展示区”，首
次在“魅力之城”展厅设置“主题国
岛”。务实，就是经贸活动更加丰富务
实。会期安排各类经贸活动超过 90 场，
继续举办中外企业交流会，还特别增设

了东博会境外支持商协会合作备忘录签
署仪式。拓展，就是东博会的合作区域
进一步扩大。本届东博会特邀合作伙伴
首次由海上丝绸之路延长线的非洲国家
坦桑尼亚担任，这是东博会服务“一带
一路”的新突破。扩大，就是高层会议
论坛覆盖面更广。今年东博会共举办35
个高层会议论坛，新增应急救援和海洋
2 个领域的论坛。提升，就是展览服务
软硬件都有较大改善。

记者：本届东博会在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方面有哪些新举措？

王雷：本届东博会通过多种措施促
进“一带一路”建设。一是设置国际经
济与产能合作展区，二是设置“园区合
作展示区”和东盟产业园区推介会，三
是将原有“一带一路”展区与国际展区
合并为“一带一路”国际展区，四是着
力邀请来自东盟国家、欧美、拉美、中

东、南亚及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买家参
会，五是东博会期间举办系列高层论坛
突出“一带一路”建设。

记者：东博会在服务南向通道建设

中发挥了哪些积极的作用？

王雷：本届东博会继续将南向通道
作为重要内容，特别设置“南向通道展
示区”，举办南向通道专题推介会，并围
绕南向通道设计系列经贸交流活动。本
届东博会开幕式，也加入了南向通道相
关内容。东博会将继续发挥独特的资源
集聚优势，在海关、物流、质检等领域
建立更多机制，为南向通道建设推进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记者：东博会促成了“南宁渠道”

的形成，它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发

挥了怎样的作用？

王雷：东博会催生了“南宁渠道”。
14 年来，东博会共举办 206 个会议论

坛，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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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多领域合作机
制，带动了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本届
东博会论坛活动涵盖更多领域，辐射范
围更广，预期成果更多。今年，菲律宾
与中国银行达成协议，展会期间菲律宾
客商可使用支付宝与中国客商交易，这
是一个可喜的突破。

记者：您对东博会自身发展前景有

何展望？

王雷：东博会将着力夯实提升高层
对话平台和专业合作平台，把东博会发
展成为经贸实效更显著的平台，进一步
提高东博会市场化运作水平。广西博览
集团已挂牌成立，博览集团作为从博览
局分化出来的企业，将成为共同筹办东
博会重要的市场力量，将在切实提升东
博会经贸实效上发挥主要作用。

把东博会发展成为经贸实效更显著的平台
——访第十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雷

本报记者 童 政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报道：9月12日，由中国农业
农村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中国—
东盟农业国际合作展在南宁市开幕。

本届中国—东盟农业国际合作展以“乡村振兴·山
水相连”为主题，重点展示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农业贸易
及投资合作项目、“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等方面的发
展成果，以及东盟国家和其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
名优企业、特色优势农产品。

开幕式上举办了《华南西南8省 （自治区、市） 共
同促进区域农业开放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
和“南向通道”农业及产销项目签约仪式。

第三届中国—东盟农业国际合作展举办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朱亦明报道：9月 9日
至9月11日，南宁机场迎来今年入境客流高峰，3天内
共验放入境旅客6000余人次，航班65架次。其中，东
盟国家的定期航班和博览会 （专） 包机超过总航班数的
三分之二，同比增长 20%，来邕参会、旅游的东盟客
商2000余人次。

为全力保障通关，南宁边检站敞开所有通道，并派
出东盟小语种专业人才提供翻译服务，最大限度给予旅
客通关便利，确保口岸安全顺畅。

本报讯 记者童政报道：9月13日，由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共
同举办的中国—东盟商标品牌论坛在南宁市举行。论坛
主题为“商标品牌战略与经济发展”。

作为第 15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框架下的高层论坛
之一，此次论坛旨在落实《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知识
产权领域合作的共同倡议》，深化中国与东盟在营商环
境互联互通方面的交流，探索中国与东盟开展商标注册
和保护合作的机制及路径，进一步拓展合作平台，共同
推动中国与东盟商标品牌成长，促进中国—东盟经贸关
系繁荣发展，在商标知识产权领域促进“一带一路”和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中国—东盟博览会构

建了中国与东盟在多个领

域的协调合作机制。第十

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

会通过展览、论坛等活

动，深化经贸、创新合

作、国际产能等多领域合

作，推动中国—东盟务实

合作迈入新阶段

第十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设置了“一带一路”国际展区 本报记者 童 政摄

第十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厅内的高铁模型吸引

了参观者驻足观看。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第十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厅内，缅甸参展商向

参观者展示饰品。 本报记者 童 政摄
第十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厅内，参观者在品尝

泰国水果。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南 宁 迎 来 东 盟 旅 客 入 境 高 峰

中 国 — 东 盟 商 标 品 牌 论 坛 召 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