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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往来惠及民众

东盟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连续 6
个月超越美国跃居第二，凸显出近年来中
国东盟经贸合作取得的成果。以印尼为
例，过去 9 年来，中国始终稳居印尼最大
贸易伙伴地位，2018 年双边贸易额创历
史新高，达到 774 亿美元。同时，中国不
断扩大对棕榈油、热带水果等印尼特色优
质产品进口，印尼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收
窄，两国贸易结构更加优化。

走在雅加达街头，这样的场景已是稀
松平常：印尼年轻人手上拿着从京东平台
上买来的中国品牌手机，身上穿着李宁或
361°最新款运动服，嘴里吃着蒙牛旗下
2018 亚运纪念版火炬甜筒；在上海的各
大超市里，产自印尼的“猫屎咖啡”“丹麦
曲奇”以及山竹等各种热带水果，早已成
为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再看这两年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的菲
律宾。2018 年，中菲双边贸易额达到
5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5%。中国已成
为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
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过去两年，中国从
菲律宾进口了 200 万吨、价值近 20 亿美
元的热带水果。仅 2018 年，中国就从菲
律宾进口了 120 多万吨香蕉，超过了 30
多年来在此领域长期居于首位的日本，成
为菲最大的香蕉出口市场。

投资合作快速发展

除了贸易，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投资合
作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13 年到
2018 年，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从 3 亿美
元快速增至 24 亿美元，在印尼外资来源
地排名中从第 12位跃升至第 3位。中印
尼双方续签本币互换协议并将规模扩大
至 2000 亿元人民币，为投资合作打下了
坚实资金基础。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印尼
最大钢拱桥塔园大桥、首个轻轨系统巨港
轻轨、第二大水坝加蒂格迪水坝等重大项
目相继完工，为印尼经济腾飞和民生改善
添砖加瓦。目前，两国合作正从传统的基

建、资源、通信等领域迅速向工业制造、金
融创新、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拓展，发展
新动能和合作新增长点不断涌现。

在菲律宾，中方积极推动新世纪水源
卡利瓦大坝项目、国家铁路南线项目。其
中，卡利瓦大坝每日可为大马尼拉地区供
水 6 亿升，可满足该地区未来 10 年的供
水需求。南铁项目建成后将大幅压缩马
尼拉至吕宋岛南部的旅行时间，能改善沿
线数十个市镇的交通基础设施。

再看马来西亚，截至2018年底，中国
企业在马制造业投资项目累计达422个，
为当地创造了 7.3万个就业岗位。又如，
中国在文莱最大投资项目——恒逸PMB
项目建设目前进展顺利，该项目将为文莱
经济多元化发展作出贡献。

“一带一路”带动发展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能取得喜人成
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致力与周边国
家共同发展，从未寻求孤立、单边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国愿为地区一
体化、经济全球化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
在国际上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合作平
台。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快速发展，也得
益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马来西亚是最早支持和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早期收获最丰硕的国家之一。
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两国
双园”建设日新月异，南部铁路等合作项
目稳步推进，中国中车在霹雳州设立东盟
制造中心使马来西亚拥有了东盟10国中
轨道交通装备技术水平最高、生产能力最
强的“铁路工厂”，吉利与马来西亚当地品
牌普腾的合作使普腾在一年内实现扭亏
为盈。

在双边经贸合作快速推进下，马来西

亚总理马哈蒂尔一年内两次访华，盛赞
“一带一路”倡议“是连通东西方、促进地
区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重大机遇”。东海
岸铁路项目、马来西亚城项目陆续重启复
工，中国海关公布了5家具备对华出口冷
冻整果榴莲资格的马来西亚企业名单
……接踵而来的好消息，极大提振了两国
各界民众对中马合作的信心。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首倡地
印尼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大国和全球重要
新兴市场，两国地缘相近、人文相连、民心
相通，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方面立
场相近。两国就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
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达成了一系列
重要共识，为快速推进双方合作明确抓
手、保驾护航。雅万高铁作为东南亚首条
高速铁路，是中印尼发展战略对接第一阶
段旗舰项目，2018 年项目建设进入全面
实施推进新阶段；2019 年，项目全线 22
处控制性和重难点工程全部开工，东南亚
最大盾构机顺利下井，瓦利尼隧道成为全
线首条贯通的隧道。涵盖印尼北苏门答
腊、北加里曼丹、北苏拉威西、巴厘等四省

“区域综合经济走廊”是两国正式启动发
展战略对接第二阶段项目。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两国签署
了建设合作规划，为印尼外岛等欠发展地
区经济腾飞增添动力。

人文交流汇聚民心

中国与东盟共同发展的故事，既是
“一带一路”倡议造福世界经济发展的宏
大叙事，也是每个人、每个地区、每个国家
奔跑追梦的具体呈现。中国驻文莱大使

于红曾表示，中文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
是大小国家平等相待的典范，“在文莱大
学、文莱理工大学参访时，每每看到文莱
学生学习汉语就感到由衷高兴，每每听到
他们用汉语与我交流就感到别样欣慰，感
谢中国志愿者们为中文友好和传播中华
文化所作的不懈努力及辛勤付出，这就是
中国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

在印尼，中国连年保持印尼主要游客
来源国地位，2018 年到访印尼游客再创
新高，达214万人次。印尼赴华留学生已
超过 1.5万人并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中国
成为广受印尼学生青睐的第二大海外留
学目的地。成为中国手机品牌 OPPO 形
象代言人的印尼亚运羽毛球男单冠军乔
纳丹说：“中印尼各领域深度合作，让我越
来越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菲律宾，2018 年中国已跃居菲律
宾第二大游客来源国，中国赴菲游客超过
120 万人次，较上年大幅增长 29.6%，预
计为当地创造约 320 亿比索的收入。今
年9月份，两国还将落实此前签署的菲律
宾英语教师赴华工作备忘录。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国与
东盟间不断续写的精彩故事充分说明，当
今世界经济发展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
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包容普惠、互
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发展正道。当前，
中国—东盟关系正乘势而上，面临重要的
发展机遇。中国作为多边主义和开放型世
界经济的坚定支持者、维护者、建设者，愿
同包括东盟在内的各方加强合作，共同促
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
增长。

东盟超过美国，跃升为中国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合作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田 原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进出

口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盟

超过美国，跃升为中国第二大

货物贸易伙伴。上半年，中国

对 东 盟 进 出 口 货 物 总 值 为

2918.5亿美元，同比增长4.2%，

占中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总值的

13.5%。在东盟国家中，越南与

中国货物贸易总值居第一位，

为699.3亿美元，之后依次为马

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

等。中国与东盟“一带一路”经

贸合作成果丰硕，区域经济一

体化进程加速。

日前，由匈牙利人力资源部主办的第
二届“古老的知识、崭新的征途”——21世
纪健康产业发展论坛在布达佩斯举办。论
坛上，100 多位来自匈牙利各界的代表就
中医药在匈牙利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匈牙
利草药文化与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结合、
中医作为辅助医疗对健康保护的贡献以及
中匈健康领域的合作机会等话题展开
研讨。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表示，中国
愿意加强与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
同文化间的交流，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人文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
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随着中匈两
国合作不断深化和加强，中医药一定能够
成为匈牙利健康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中
医药合作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亮点。

近年来，中匈在中医药领域合作不断
深化，并且走在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前面。
2013 年，匈牙利国会通过了中医立法，成
为 欧 洲 第 一 个 实 施 中 医 立 法 的 国 家 。
2014年，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与匈牙利人力
资源部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医药合作意

向书，开启了中医药合作的新进程。同
年，中东欧第一所以中医为特色的孔子
学院在匈牙利佩奇大学建成。2015 年
匈牙利颁布了中医立法实施细则，从根
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医师合法行医的

问题。
匈牙利人力资源部负责医疗健康事务

的国务秘书雷特瓦里·本采说：“匈牙利为
中医药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确保了
医疗安全，同时也为中医药创造了良好的

发展环境。现在越来越多的匈牙利人接
受和喜欢上了中医，匈牙利医疗卫生体
系日益重视预防保健作用，这与中医‘治
未病’的预防理念接近，相信中医药在匈
牙利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塞梅尔维斯大学健康科学学院院长
纳吉·佐尔坦说：“匈牙利是中医药国际
合作的‘领头羊’，我们与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开展中医药教学方面合作已有多
年，不少中医学生毕业后从事中医药工
作，并且正在校园内建设中东欧中医医
疗教育培训中心，目的就是通过高校合
作打造高水平的中医药教育平台。”

中东欧中医药学会会长、匈牙利东
方国药集团董事长陈震说：“疾病预防已
成为政府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之一，这
是中医智慧提供给匈牙利的中国方案。
运用针灸治疗风湿病已经纳入匈牙利的
医保范围，今年下半年我们将积极推动
国会讨论用中医方法治疗糖尿病、预防
肿瘤、部分妇科疾病，并进入医疗保险体
系，从而让中医药为匈牙利人民的健康
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越来越多匈牙利人接受中国传统医药文化——

中医药将在匈牙利发挥越来越大作用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翟朝辉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新加坡华侨银行与上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前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全面
深化合作伙伴关系，突破传统的国际贸易结算及融资业
务合作范畴，全力推进在跨境供应链金融、境内外资金及
外汇市场业务、金融科技创新等核心领域的协作，还将分
享彼此经验，积极促进两家银行间的人员和信息交流，从
深度和广度上开启全面合作新格局。

早在2017年，华侨银行与上海银行就已签署合作备
忘录，两年来双方在新开拓的企业融资业务领域以及传统
贸易融资业务领域累计交易金额已经超过了50亿元人民
币。此次全面合作协议的签署，除了国际贸易结算和融资
业务、跨境供应链金融业务、境内外资金及外汇市场业
务、金融科技创新之外，两家银行的合作范畴还覆盖企业
客户境内外联合金融服务、境内外资本市场业务等。

本报讯 记者钱箐旎报道：日前，哈尔滨银行携手
“中俄金融联盟”成员机构俄罗斯亚洲太平洋银行首次将
1500 万元人民币现钞从黑龙江省东宁口岸陆路运输至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此举标志着哈尔滨银行首次为
俄罗斯金融机构提供人民币现钞跨境陆路运输“一站式”
服务，亦标志着哈尔滨银行对俄跨境运输人民币现钞方
式从单一的航空运输升级到了“航空+陆路”联合运输，
调运服务覆盖面从俄罗斯西部的莫斯科市延伸到了东部
符拉迪沃斯托克。

记者了解到，此次调运也是2019年黑龙江省首笔对
俄跨境陆路运输人民币现钞，是金融积极支持绥东试验
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迄今，哈尔滨银行累计实现对俄跨
境调运人民币现钞10笔，金额共计1.55亿元。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李斌报道：日前，在青岛
港大港港区 1 号码头，青岛大港海关关员快速验放了 9
列共 90辆出口动车组。这批动车组列车由中车四方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为新型内燃动车组，通关验放后将海运
至斯里兰卡。截至目前，海关已助力该公司累计出口斯
里兰卡4批次共52列合计390辆内燃动车组。

为推动动车生产出口企业抢抓“一带一路”建设发展
机遇，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青岛大港海关不断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积极联系港口部门解决整车场地堆存问题，节
约在港堆存成本，在通关现场开设专门窗口，为企业提供
担保通关验放及归类咨询服务，对需人工查验的整车实
施预约查验、船边验放，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间。

90辆国产动车组发往斯里兰卡

海关关员现场监管验放出口动车组。 高瑞刚摄

黑龙江完成今年首笔现钞陆路运输

华侨银行与上海银行全面深化合作

本版编辑 徐 胥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日前，随着一声汽笛长鸣，
全国首列二手车出口中欧班列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新筑车站发车，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趟班列
的开行，标志着我国二手车出口贸易正式启动，为“一带
一路”建设添砖加瓦。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18年我国二手车交易
量达1382万辆，不到新车销量（2808万辆）的一半，在发
达国家成熟的汽车市场，二手车交易量一般是新车销量
的 2 倍，按照二手车出口量一般占总交易量 10%以上测
算，我国二手车出口市场存在巨大潜力。今年4月份，西
安成为全国首批 10 个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城市之
一。此次二手车出口获批，对维持我国汽车产业稳定发
展，增进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
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首列二手车出口中欧班列开行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通讯员吕丹报道：日前，广东
茂名 1 批重达 16.7 吨、货值约 5 万美元的荔枝顺利完成
出口申报手续并经湛江海关关员检疫后，启程运往加拿
大，这标志着今年粤西地区荔枝出口监管圆满“收官”。

据悉，今年粤西荔枝成熟期提前，价格优势明显。据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2019年上半年广东省出口鲜荔
枝 5313.6 吨，货值 1969.3 万美元。目前，广东省出口荔
枝主要输往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

近年来，省内海关主动帮助粤西等地区企业开拓荔
枝等水果出口海外市场，在扩大出口方面积极作为，进一
步简化水果出口企业注册备案登记流程，推广出口水果
检验监管全程无纸化，采取“5＋2”方式为企业搭建高效
服务平台，让荔枝等广东特色水果顺利“走出去”。同时，
积极推动出口荔枝示范区建设，推广荔枝标准化种植，进
一步提升荔枝出口质量，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粤字
号”出口荔枝名片。

粤西打造出口荔枝“粤字号”名片

与会

代表饶有

兴趣地研

究中医经

络图。

翟朝辉摄

图①① 中国品牌手机在印尼备中国品牌手机在印尼备

受年轻人推崇受年轻人推崇。。图为一名印尼华人图为一名印尼华人

姑娘在购买某中国品牌手机后姑娘在购买某中国品牌手机后，，在店在店

内拍摄杂志封面效果内拍摄杂志封面效果照片留念照片留念。。

田田 原原摄摄
图② 66月月2020日日，，在马来西亚巴在马来西亚巴

都牙也举行的都牙也举行的20192019年度马来西亚中年度马来西亚中

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的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的““开斋开斋

节节””开放日活动上开放日活动上，，本地员工带着家本地员工带着家

属参观工厂属参观工厂。。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③ 77月月2828日日，，20192019年中国北年中国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泰国国家日泰国国家日””活活

动在北京世园会园区举行动在北京世园会园区举行。。图为演图为演

员在进行文艺表演员在进行文艺表演。。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①① ②②

③③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5∶00 印完时间：5∶45 本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