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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菲律宾共和国总统杜特尔特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菲律宾进行国
事访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鉴华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此
访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3年再次访问菲
律宾，对巩固和提升中菲关系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将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产生深
远影响。

赵鉴华大使表示，两年多来，在习近平
主席和杜特尔特总统亲自关心和引领下，
中菲关系经历了从转圜到巩固再到提升
的历史性进程，可谓“青山缭绕疑无路，忽
见千帆隐映来”。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陆
续重启并全面展开，中菲关系正进入崭新
的黄金时代。在两国关系提质升级的关
键时期，习近平主席访菲正逢其时。访问
期间，两国领导人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
诚、深入交换意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描绘
新蓝图。展望未来，此访必将推动中菲关
系实现新跨越，更上一层楼。

赵鉴华大使表示，菲律宾是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也是共建“一带一
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中方高度重视将

“一带一路”倡议同菲方“大建特建”计划、
“雄心 2040”等发展战略对接。两年多
来，中方以实际行动坚定支持菲政府推进

“大建特建”计划，中方无偿援助和优惠贷
款支持的帕西格河桥梁、赤口河灌溉等项
目已破土动工，卡里瓦大坝、平安菲律宾、
南北铁路南线、中菲工业园区、班乃岛跨

海大桥、达沃高速公路等项目也在有序推
进。中方参与项目在“大建特建”计划中
占比大、启动快、效率高，充分证明中国是
菲经济发展最可靠和可信赖的合作伙
伴。习近平主席访菲期间，两国领导人将
就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基础设
施、经贸投资、社会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
交换意见。中方愿以实际行动为菲律宾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
次的支持，让两国人民从中菲关系发展中
分享更多红利。

赵鉴华大使表示，两年多来，在双方
共同努力下，中菲关系拨云见日，各类双
边机制陆续重启，两国在政治、经济、人
文等领域合作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可谓

“渐入佳境”。在政治交往领域，习近平
主席和杜特尔特总统已在双、多边场合
5 次会面，两国政党、议会和外交等部门
间交往也日益密切。两国政治互信逐步
加深，有力促进了中菲关系保持健康平
稳发展。两国间利益不断融合，让两国
人民切实感受到了中菲友好合作带来的
实惠。总的来看，过去两年双方在各领
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有目共睹，也来之

不易。中方愿同菲方一道，再接再厉，将
两国关系发展的积极势头保持和发展下
去。同时，作为菲律宾的好邻居、好朋
友、好伙伴，中国愿继续与菲律宾守望相
助，携手并进，让中菲关系在新的黄金时
代熠熠生辉。

赵鉴华大使表示，中菲关系之所以能
走出低谷，捷报频传，最重要的原因是两
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发展
中菲关系作出顶层设计，指明前进方向、
规划发展蓝图，确保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
确轨道大步向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两
国领导人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就通过对话
协商妥善处理南海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引
领中菲两国妥善管控海上分歧，积极探讨
海上合作。

赵鉴华大使表示，人文交流是推动不
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人民增进相互了解
和友谊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当今
世界，人文交流已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的重
要基础，是国与国关系发展中极为重要的
桥梁和渠道，对消除认识差异、增进互信
友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对中菲关系而言，人文交流已被提

升至一个新高度，与政治安全、经贸合作
一起，并称为中菲关系稳定发展的“三大
支柱”。近年来，中菲人文交流在两国政
府和社会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其形式、
程度、影响等与此前相比均有质的突破。
下一阶段，两国应在传统友好基础上，积
极搭建新的人文交流平台，塑造人性相
容、情感相通的民间合作模式。一是要更
多面向广大民众，着力扩大受众面，不断
增进合作的热度和力度，筑牢人文交流根
基。二是要主动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加
强双方在文化产业领域合作，大力推动智
库、青年、媒体、体育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为两国关系夯实民意基础。

赵鉴华大使表示，在中菲两国领导人
引领下，通过双方共同努力，南海形势日
益趋稳向好。双方妥善管控海上分歧，同
时就海上务实合作保持密切沟通。中菲
已成立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BCM）并
成功举行了 3 次会议。两国海警联委会
已举行两次会议并建立了热线机制，这有
助于双方避免误解误判，防止发生海空意
外事件。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
架下，菲海警和海军分别派员参加了去年
中国—东盟国家海上联合搜救实船演练
和今年中国—东盟“海上联演—2018”实
兵演练。中菲保持了密切沟通协调，有效
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赵鉴华大使表示，当前，中菲关系保持
健康稳定发展，两国海上合作面临广阔机
遇。中方愿与菲方共同努力，以习近平主席
对菲律宾国事访问为重要契机，重点推动
海洋环保、科考、渔业、搜救等领域务实合
作尽快取得早期收获，造福两国人民。

中菲关系正进入黄金时代
——访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鉴华

近日，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行长邓军
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菲经
贸发展得益于两国关系的改善，此次习近平
主席访问菲律宾，对提升两国关系具有里
程碑意义，两国将在金融合作方面达成新
的成果。相信此访之后，将有更多中国企
业赴菲投资，两国经贸合作将越来越
紧密。

据邓军介绍，中行始终将搭好中菲
经贸投资往来桥梁和推广人民币在菲律
宾使用这两项内容作为首要工作。无论
中国企业还是菲律宾企业，在到对方国
家开展贸易、投资前，都首先考虑向中
国银行咨询。自2014年起，中行就在全
球率先推出了“中银全球中小企业跨境
撮合服务”。对于马尼拉分行而言，菲律
宾主要的企业和财团以及在菲中资企业
基本都已是客户。

邓军表示，发挥桥梁作用事实上就
是提供咨询服务，这既是企业的社会责

任，也是中行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在
“搭桥”成功之后，包括融资、结算、现
金管理等在内的银行传统业务都会顺势
跟进，其中人民币业务是重要组成部
分。自2009年起步至今，主要有3个节
点性事件：一是2009年，中行马尼拉分
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授予人民币现钞清算
行；二是2014年，中行联合13家菲律宾
当地银行，建立了菲律宾境内人民币汇
划系统；三是2018年10月30日，中行
再次联合13家本地银行，成立菲律宾人

民币交易商协会，这是境外首个人民币
交易商协会。

邓军表示，希望再用 5 年时间，在
菲推动人民币资本市场建设。目标是
到 2023 年，菲律宾政府和企业除寻求
银行贷款外，还可以通过发行人民币
债券筹集资金，从而推动人民币成为
菲律宾主流外币之一，使人民币结算
在中菲双边贸易中占比从目前的 1.3%
增长到 10%。邓军表示，实现人民币
与比索直接交易后，就不再需要经过

两次兑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对投
资、贸易、旅游都能起到明显的推动
作用。

邓军说，近年来国家电网、华为、
中国信科集团等中资公司在菲都取得了
不错的业绩。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公
司希望赴菲投资，涉及行业也越来越丰
富，既包括服务于菲律宾“大建特建”
计划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也开始试水
种植、渔业、养殖等大农业领域。

菲律宾有完整、成熟的法律体系和
较强的契约精神，营商环境良好。邓军
建议，中资企业赴菲贸易投资时，要尊
重当地法律、法规，聘请当地有从业资
质的律师和会计师，确保业务合法合
规。同时，还可以聘请有能力胜任的公
共关系团队，加强与公众、媒体的日常
沟通，主动定期就相关热点问题释疑解
惑，增进彼此了解，为在菲经商营造良
好的舆论环境。

搭建中菲经贸投资往来之桥
——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行长邓军一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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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致力于搭好中菲经贸投资往来桥梁，推广人民币在菲律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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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质的律师和会计师，确保业务合法合规。

在国际双边关系中，经贸关
系是重要组成部分，常被作为衡
量两国关系发展水平的晴雨表。
两国双边关系不佳时，经贸往来
必然受到冲击，两国双边关系改
善，且不断升级，一定可以为贸
易、投资等各方面合作创造更多
机会，为两国及两国人民带来更
多实惠。频繁且高质量的高层往
来通常能对两国双边关系发展发
挥引领作用，进而推动双边经贸
合作的深化。近两年来，中菲关
系全面转圜、持续改善，对两国经
贸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就是
例证。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2016
年 6 月份上任以来，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两国关系快速走出低
谷。相应的，两国在经贸、投资、
旅游等各领域合作也逐渐转暖。
这一转变，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两
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
度，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的引领
作用。过去两年中，习近平主席
与杜特尔特总统在双、多边场合
先后 5 次会晤，及时就共同关心
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建立了牢
固深厚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
尤其是双方在妥善处理南海问题
上达成了重要共识，真正使之成
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
海，不再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阻碍。

在政治互信建立之后，两国
在经贸合作方面很快有了起色。
2017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菲对华出口同
比增长10.5%。201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4%。中国已成
为菲律宾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
进口市场。过去两年，菲律宾对华出口约200万吨香蕉、
芒果等热带水果，为菲南部约4万户果农带来了超过15
亿美元的收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与菲律宾的

“雄心2040”“大建特建”有效对接，包括帕西格河桥梁等
在内的一批项目取得了积极进展。2017年，中国对菲新
增投资5384万美元，同比增长67%。2018年上半年，再
次同比增长534%。

在刚刚结束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菲律宾
派出的40多家企业，取得了1.24亿美元的销售额，比菲
贸工部此前的目标翻了一番。2017年，中国赴菲游客超
过100万人次，同比增长43.33%。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
赴菲游客数量已经超过2017年总和，全年有望突破150
万人次，预计将为菲律宾带来320亿比索的收入，两国之
间每周的往来航班达300多架次，等等。过去两年，双方
在各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有目共睹。

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
的里程碑事件，也必将对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两国人民的
福祉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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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 张 保采写

图① 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
黎刹公园是为了纪念菲律宾国父、民族
英雄何塞·黎刹而建。这里紧邻马尼拉
湾，环境优美，是当地民众锻炼休闲的
好去处。图为民众在公园草地上享受
闲暇时光。 张 保摄

图② 中菲民间往来历史悠久，早
在 11 世纪，华人就开始移居菲律宾，为
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位于马尼拉、始建于16世纪的中国城是
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中国城之一。图为
马尼拉中国城入口的标志性建筑——中
式牌坊。 张 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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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菲两国人员往来升温，有力地促进了中国
在菲航空公司业务的发展。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
时，南航马尼拉办事处经理潘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
问菲律宾，必将有力地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这对服务于
双边人员往来的航空公司来说，是重大利好。

据潘枫介绍，中国民航业进入菲律宾市场已有近40
年历史。1979年7月份，中菲两国签订《民用航空运输协
定》，同年9月4日，中国民航开辟了北京—广州—马尼拉
航线，这是中菲之间首条国际航线。南航自1991年成立
后，次年正式成立马尼拉办事处，这是南航在海外设立的
第一家办事处。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南航每天往返马尼拉
—广州的航班早中晚共三班，且时间段比较好。旅客可将
广州作为中转枢纽，方便衔接国内外航班，特别是欧美澳
等长航线航班，绝大部分城市可实现登机手续及行李托运
通程联运，一票到底的服务为旅客提供了极大便利。

南航在菲运营多年，便利的航班时刻、安全稳定的运
营、优质的服务已经在当地民众心中树立了良好形象，越
来越多的菲律宾人选择乘坐南航。潘枫表示，以前往返
航班上以中国乘客为主，目前菲律宾乘客占比已经接近
50%。2016年两国关系改善以来，旅客人数快速增长，
2018年前三季度承运旅客23.7万人次，同比增长9%，预
计全年可以达到30万人次，基本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

菲律宾是劳务输出大国，目前海外劳工数量超过
800万，每年向菲国内汇回数百亿美元侨汇，是菲经济的
重要来源，菲政府也为这些群体提供了很多政策支持。
为了响应菲政府的政策，南航常年为这一群体提供优惠
支持。仅海员一项，每年就有超过2万人次乘坐南航飞
机，往返于菲律宾和世界各地。考虑到海员的工作特点，
南航除了为他们提供优惠的机票价格外，还提高了他们
的行李重量，提供免费退改签服务，每年为他们节省上百
万美元的支出。

根据国际航协统计，截至2017年底，南航运营各型
号飞机超过750架，机队规模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年运
送旅客超过1.26亿人次，连续39年居中国各航空公司之
首。近年来，南航依托总部位于广州的天然地理优势，积
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全力打造“广州之路”国际航空
枢纽，在相关38个国家和地区的68座城市开通了172条
航线，每周投入 2200 多个航班，承运旅客 1500 多万
人次。

潘枫认为，目前，相对于东南亚其他传统热门旅游国
家，菲律宾旅游市场还是一片亟待开发的蓝海。在现有
班次不变的基础上，南航计划以提升机型方式提高运
力。此外，还积极协调两国民航部门及机场，与当地旅行
社、酒店合作，努力开拓宿务等菲南部旅游城市航线，让
更多中国游客了解菲律宾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双边人文
交流作出贡献。

南航马尼拉办事处经理潘枫：

为中菲人文交流提供优质服务

图③ 黎 刹 公
园中有一处苏州园
林风格的中国园，园
中立有孔子像，建有
亭台楼阁，还刻有中
菲英三语的中国名
言，折射出中华文化
在菲律宾的巨大影
响力。图为当地学
生在中国园中上户
外教学课。

张 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