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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國—東盟「政黨+」合作
本報訊：據人民日報報道，11月26日，

中國共產黨同東南亞國家政黨首次對話會在

廣西南寧舉行。中國共產黨和東南亞國家近

40個政黨的近300位高級別代表參加對話會。

與會政黨政要圍繞「共抗疫情挑戰」

「共建繁榮絲路」「共促經濟民生」等議題

進行充分交流。柬埔寨、老撾、緬甸、菲律

賓、泰國等政黨領導人高度評價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中國取得的巨大發

展成就，衷心感謝中國為東盟國家應對疫情

提供的寶貴支持和幫助。

健康絲綢之路、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

劃、中國—東盟公共衛生合作倡議……中國

共產黨與東南亞各國政黨通過多方式、多平

台，分享防控疫情、復工復產的經驗做法，

開創「政黨+」合作新模式。「中國用實際行

動展現了與東盟各國加強合作，為地區人民

造福，為人類謀發展的堅定決心和宗旨。」

印尼大印尼行動黨副總主席蘇吉約諾表示。

後疫情時代加強交流，推動共建「一帶

一路」合作，這是各方共同願望。7年來，

中國東盟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穩步推進，

有力促進了地區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疫情

下更成為提振地區經濟的重要引擎。中老鐵

路、中馬欽州產業園、雅萬高鐵……一大批

項目落地，有力促進了區域內的互聯互通。

「我們希望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幫助地

區國家更多民眾脫貧致富。」緬甸僳僳民族

發展黨主席瑞民表示。

「建議東盟國家政黨和中國共產黨加

強研討培訓合作」「建議開展智慧城市合

作」……對話會上，各方圍繞當前形勢和各

國經濟復甦發展的任務，就如何為更好擘畫

中國—東盟合作的未來貢獻政黨智慧，積極

建言獻策。

「希望本次對話會進一步強化地區政黨

在各國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推動中國—

東盟關係不斷邁上新台階。」菲律賓國家團

結黨副主席羅米歐·阿克普說。

各方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對地區合作的重

要帶動作用。「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

過了關於制定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將

為東盟各國同中國深化大項目建設等各領域

合作創造新機遇。」緬甸聯邦鞏固與發展黨

代表丁烏倫說。

「中國將推動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

新體制，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

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

聯部部長宋濤說，「一個擁有14億人口超大

市場、經濟長期向好發展、奉行睦鄰安鄰富

鄰政策的中國，將成為地區經濟增長之源、

活力之源、穩定之源。」

NEW WORLD MAKATI HOTEL花滿樓在週末推出自助點心

New World Makati酒店的著名的中餐廳花

滿樓（Jasmine）在週六午餐和晚餐以及週日

午餐，提供精選的自助點心菜單，每人淨價

1,088披索。

客人可以享受他們最喜愛的蜜汁叉燒、

晶瑩蝦餃皇、小龍包、蟹肉蒸燒賣、蠔皇叉

燒包、炸餛飩、海鮮芋頭雀、蜜汁叉燒酥等

等。

其中還包括了這家餐廳最暢銷的一些主

菜，比如黃金魚柳、宮保雞丁、沽嚕肉和紅

燒豆腐。

此外，還有精選的粥粉麵飯，如楊州炒

飯、皮蛋瘦肉粥、伊府麵。

客人可以以價惠價添加更多的Jasmine招

牌菜，來完善豐富的一餐。著名的脆皮燒肉

（240披索）、豉油雞（240披索）、中式牛

柳（280披索）、蠔油牛肉蔬菜（PHP280)等

菜餚。

如需訂位，請致電+632 8811 6888內

線3679，或在Viber上發送信息到+63 917 

888 4194或發送電子郵件至fbreservations.

manila@newworldhotels.com。

 New World Makati Hotel酒店堅持遵循其

國際控股公司瑰麗酒店集團的標準，恪守照

顧健康與安全計劃。

在世界衛生組織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的指導下，制定了進一步加強的衛生和安全

規程。有關酒店對項目承諾的更多信息，

請查看https://newworldhotels.com/en/covid-19-

update/。

AC能源發行3億美元綠色債券
本 報 訊 ： A C 能 源 和 基 礎 設 施 公 司

（ACEIC）通過發行綠色債券重返國際債務

資本市場，以擴大其綠色能源組合。

AC能源和基礎設施公司，前身為AC能

源公司，發行了價值3億美元的永久性（不可

延期）綠色永久債券，固定息票率為5.1％。

該債券無升降息，無重置，定價為面值。

該債券發行是自2019年11月以來首次菲

律賓永久性債券發行，也是今年以來在國外

發行的第一筆公共綠色債券。

該債券由該公司的全資子公司AC能源

金融國際有限公司根據其20億美元的中期票

據計劃發行，並由AC能源和基礎設施公司擔

保。

AC能源和基礎設施公司首席執行官兼

總裁埃裡克·弗朗西亞（Eric Francia）表示：

「我們非常高興看到投資者對AC能源的高度

信心，以及繼我們于2019年首次發行綠色債

券之後市場對我們永久性綠色債券的熱烈反

應。」

AC能源和基礎設施公司表示，息票率比

最初的價格指導價收縮了30個基點。

同時，最終訂單量超過13億美元，是眾

多高質量投資者超額認購的4.33倍。

AC能源和基礎設施公司首席財務官科

拉·迪松說：「我們感謝債券投資者特別是鑒

于大流行病而受到如此積極的歡迎。這突顯

了投資者對AC能源在這種充滿挑戰的環境中

執行能力的持續信心。」

這些綠色債券已在新加坡交易所（SGX-

ST）上市，並已被菲律賓證券交易委員會認

證為東盟綠色債券。

BPI資本投資公司是此次交易的唯一全球

協調人，而BPI資本投資公司，瑞士信貸（香

港）有限公司，匯豐銀行和瑞士銀行新加坡

分行擔任本次交易的聯合牽頭經辦人和聯合

賬簿管理人。

同時，國內方面，中興銀行資本投資公

司，第一都市投資公司和RCBC資本投資公司

擔任牽頭經辦人。

上周，AC能源公司更名為AC能源和基

礎設施公司，將其上市能源平台AC能源菲律

賓公司（ACEN），上市的馬尼拉水務公司和

未上市的AC基建控股公司納入同一家公司旗

下。其母公司亞耶拉公司表示，在AC能源和

基礎設施公司進行的業務合併將創建一個規

模龐大且靈活的平台，從而擴大其在我國物

理基礎設施領域的立足點。

水運商品仍佔國內貿易的主導地位
本報訊：在今年第三季度（Q3），水運

商品仍然是我國境內商品交易的主要商品。

菲律賓統計管理局（PSA）週四發佈的

初步數據顯示，通過水運的國內貿易商品總

計2293409噸，價值911.85億元。

全國的空運商品交易量為1152噸，價值

73.4億元。

2019年，國內商品貿易涵蓋了5969318

噸水運商品和9532噸空運商品，價值分別為

227961億元和38.0922億元。

菲律賓統計管理局的數據還顯示，第

三季度，全國範圍內的國內貿易總額涵蓋

了2294561噸水運和空運商品，價值911.92億

元。其數量和價值低于2019年國內貿易商品

的5,978,850噸，價值2283.4億元。

在2019年和2020年的國內貿易商品中，

包括食物和活畜，飲料和煙草，機械和運輸

設備以及礦物燃料，潤滑劑和相關材料。

東博會成服務「一帶一路」建設重要平台
　新華社南寧11月28日電 以「共建『一帶
一路』，共興數字經濟」為主題的第17屆中
國—東盟博覽會、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
會27日在廣西南寧開幕。16年來，東博會從
服務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向服務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拓展，成果惠及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每年舉辦的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
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已成為東盟與中國
經貿合作的重要機制。」老撾總理通倫在開
幕式視頻致辭中說。
　　在全球經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背
景下，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合作仍然保持積極
發展勢頭。今年前10個月雙方貿易額同比增
長7%，實現雙方互為第一大貿易夥伴的歷史
性突破。
　　「3月至今，我們出口了10個貨櫃，每
個貨櫃500箱榴蓮製品，工廠生產線非常繁
忙。」已經參加了5屆東博會的馬來西亞企
業家黃國隆說，由于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

公司生意持續火爆，榴蓮製品也不斷開發創
新。
　　作為中國面向東盟的門戶港，北部灣港
已開闢28條外貿航線，覆蓋東南亞、東北亞
以及南美和非洲部分港口。今年前10個月，
北部灣港完成貨物吞吐量2.22億噸，同比增
長19.6%。
       完成集裝箱吞吐量402.4萬標箱，同比增
長35.1%。
　　「近年來，泰國多個港口開通了與廣西
北部灣港間的直航班輪，為泰國產品走向中
國市場提供了更便捷的渠道。」泰國南榮碼
頭大眾有限公司CEO黃喜源說。
　　今年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建成
10週年、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本屆
東博會首次採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辦展形
式，實體展規劃總面積10.4萬平方米，總展
位數5400個，「雲上」參展企業1500多家。
數字經濟、電子商務、智慧城市、5G等領域
正成為雙方合作的新增長點。

2019年
中國縣域數字農業農村
發展總體水平達到36%
　　新華社重慶11月28日電 正在重慶舉
行的第十八屆中國國際農產品交易會發佈
了《2020全國縣域數字農業農村發展水平
評價報告》。
      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縣域數字農業
農村發展總體水平達到36%，較上年提升
了3個百分點。
　　全國縣域數字農業農村發展水平評價
由農業農村部市場與信息化司會同農業
農村部信息中心共同開展，共有2329個縣
（市、區）的有效數據參與評價，基本實
現涉農縣域全覆蓋。本次評價指標體系調
整確定了發展環境、基礎支撐、生產信息
化等6個一級指標，以及15個二級指標和
20個三級指標。
　　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縣級農業農
村信息化管理服務機構覆蓋率為75.5%，
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財政總投入182.1
億元，社會資本總投入478.5億元。同時，
農業生產數字化水平達到23.8%，全國縣
域農產品網絡零售額占農產品交易總額的
比重為10%，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信息化
水平為17.2%，行政村電子商務站點覆蓋
率達74%。
　　報告指出，近年來數字農業農村建設
紮實推進，取得了重要階段性成效，但
也面臨不少問題和挑戰，主要表現在發展
不平衡不充分、財政投入力度不足、農產
品質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亟待提升等方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