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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挝的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

遇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两国共同发

展的命运便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日益

密切的中老经贸往来带动了老挝经济平稳

快速增长，也为中国加强与老挝和东盟的

关系创造了新机遇。

日前，记者走访了中老铁路施工现场、

赛色塔综合开发区、老挝一号通信卫星地

面站等中老合作重大项目现场，实地感受

这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为老挝社会

经济发展带来的切实利益。

一条铁路

老挝是东盟内唯一的内陆国，多山缺

路是老挝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而作为泛

亚铁路一部分的中老铁路，肩负着把老挝

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的战略使命。中

老铁路将贯穿老挝，把老挝首都万象和北

部的中老边境与南部的泰国相连接，同时

还将连接中南半岛其他国家铁路网，从而

让老挝的丰富自然资源走向世界，让老挝

与世界相联。

在中老铁路奠基现场，刻着“中国－老

挝磨丁至万象铁路工程奠基”金色大字的

巨大奠基碑在一块足球场大的施工场地上

格外显眼。建成通车后，从中老边境到万

象的时间将从乘汽车 16小时缩短为坐火

车3小时。

中老合作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赛萨纳·
西提蓬告诉记者，中老铁路的建成将为老

挝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旅游业及与之相

关的房地产业将最先受益。此外，由于铁

路贯通能极大降低运输时间和成本，工业

和农业等许多产业也将得到发展。

中老铁路的建设也无疑将有助于推动

整个东盟地区经济向更有活力、可持续和

高度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有助于强化东盟

互联互通以及缩小各国发展差距。

一片土地

在万象市内，中老合作的赛色塔综合

开发区一期建设已经完成。园区内路网发

达，水、电、通讯和网络等基础配套设备也

已完备，已有30多家企业入驻。已经正式

营业的 8家企业不仅为当地带来了 700多

个就业机会，还为老挝带来了先进的企业

和开发区运营管理理念。

2010年 6月，中老双方签署了开发赛

色塔综合开发区的谅解备忘录。现在，该

项目已列入“一带一路”框架下优先推进的

项目之一。鉴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的

良好前景，开发区今年已向老挝政府提出

申请，要将合作年限由70年延长至99年。

赛色塔开发区运营方老中联合投资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虎说，赛色塔开发区计划

分三期建设。建成后有望吸引约150家企

业，每年产值可达6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3
万多个就业机会，每年向万象市和老挝政

府提供3亿美元的财政收入。

刘虎告诉记者，所有入驻开发区的企

业必须按照园区规划和老挝有关法律进行

环境评估。同时园区还将建设污水处理

厂，努力将赛色塔开发区建成绿色园区。

今年4月，时任老挝国家主席朱马里·
赛雅颂在视察赛色塔开发区时表示，赛色

塔项目将成为老中联系与合作的一个典

范。他表示，中国作为老挝的最大投资国，

为老挝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一颗卫星

中国为老挝带去的不仅是传统的基础

设施，更帮助老挝在高科技领域有所建

树。2015年 11月，中国和老挝合作，在中

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老挝一号卫

星。今年3月，卫星完成在轨交付，中老合

资的老挝亚太卫星有限公司同时成立，负

责卫星的商业运营。这是中国首个向东盟

国家整星出口的商业卫星。

湄公河畔，四台巨大的通讯天线已经

通过这颗卫星为老挝以及整个中南半岛提

供通讯和卫星电视服务。

“老挝是一个小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一

颗自己的卫星对国家和人民来说都是一件

非常振奋的事情。这是史无前例的。”亚太

卫星有限公司董事长、前老挝邮政、电信和

信息部长亨·蓬马占如是说。

亨·蓬马占告诉记者，卫星将是老挝发

展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在大众传媒

技术上的应用。卫星也可以让偏远山区人

民“通过先进的技术获得对世界的新认识，

拥有新的生活方式”。

亚太卫星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咏冰希望

老挝一号卫星能够为增进中老以及中国东

盟双边文化和人文交流开创一条“天路”。

他表示，中国和东盟的互联互通不应局限

于交通等基础设施，还要做到文化上的互

联互通和民心之间的互联互通。

（新华社）

胼手胝足 他乡我家

1990年，中国-东盟启动对话进程前

一年，出生在广东潮汕的青年姚宾从泰国

来到老挝发展。

刚刚打开国门的老挝，商机处处。姚

宾发现，一辆普通中国产自行车在万象能

卖到 200多美元（按当时比价约合 1600元

人民币）。

姚宾夙兴夜寐，从货运和贸易起家，

业务逐渐拓展至房地产、政府采购、木材

加工、酒店旅游、投资咨询、农业开发等多

领域。之后，他加入老挝籍，成为老挝中

华总商会执行会长。姚宾担任董事长的

吉达蓬集团旗下酒店接待了出席本届东

盟峰会的几位领导人。

上世纪90年代，眼下被老挝华人称作

“万象长安大街”的澜沧大街当时坑洼不

平，入夜不久整个城市就陷入一片黑暗。

如今的万象，走入了现代。街道一尘不

染，外国品牌广告和中文店名随处可见。

无论是姚宾的兴业，还是万象的巨

变，均伴随着中国-东盟对话关系发展的

全过程。姚宾初到万象时，中国人很少。

2006年后，中国对老挝投资不断增多。25
年间，中国与东盟间的自由贸易进程不断

推进。至 2016年，中国已连续 7年成为东

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 5年成为中

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姚宾受益于中国与东盟深化合作的

大环境，亦对大环境作出贡献。他见证了

中国元素在区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他相

信区域合作的前途会更加光明。

“只要以诚信为本，中国人一定能在

老挝找到机会。”姚宾说。

携手共进 风雨关情

东盟的对华关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不

断发展到渐入高潮。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

长黄子坚说，东盟成立之初，东盟国家均

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马来西

亚成为首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其后，马来西亚继续在中国-东盟关

系史上扮演重要角色。1991年，马来西亚

邀请中方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第 24届东

盟外长会，正式开启了中国和东盟对话进

程。

曾任马来西亚驻华大使的马吉德说，

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之初，他曾担

心，中方可能尚未准备好与东盟这样一个

多成员地区性组织进行对话。然而时间

证明，中国逐渐了解东盟基于共识的相处

方式，为双方成果丰硕的合作打下了坚实

基础。

“中国的积极主动性令人惊讶，”马吉

德说。

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之初，马吉

德接触的一些中国民众对东盟国家缺乏

了解，有人甚至分不清马来西亚和印度尼

西亚。中方为促进双方增进了解作出大

量努力。马吉德担任驻华大使期间，曾亲

见一些中国学校举办东盟知识竞赛。

也要看到，中国和东盟关系并非一帆

风顺，双方必须相向而行，携手共进。

在老挝前驻华政务参赞苏塔维·高拉

看来，25年来，中国与东盟间的政治互信

总体上在不断加强，“虽然存在问题，但友

好合作是大趋势”。

满头白发的苏塔维说着一口流利的

中文，出生于1954年的他曾就读北京八一

学校。当时，八一学校的中国学生在老挝

同学进入教室时会齐声说“欢迎”，当年就

读过八一学校的老挝人士对这一代表着

友谊的场景记忆深刻。

苏塔维对中老以及中国-东盟友好合

作充满信心。他认为，南海风波不会阻碍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只要双方共同释

放善意，通过协商一定能妥善解决争端。

陆地天空 跨越飞翔

今天，中国-东盟关系已形成多方位

立体格局，正向着更高台阶迈进。许多重

大项目适时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衔

接，拓展了双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站在距离万象大约 60 公里的中老铁

路磨丁至万象铁路项目奠基处，身着蓝色

工作服的中铁二局中老铁路项目部总指

挥贺红松说：“凡是通铁路的地方，都会大

变样。如果中老铁路项目能按计划于

2021年完工，一定会给当地经济带来积极

影响。”

这条铁路建成后，将贯穿饱受交通闭

塞之苦的老挝，把万象和北部的中老边境

与南部的泰国连接起来。

贺红松说，公路运输或海运的成本每

吨货物在千元人民币以上，而铁路运输成

本每吨在百元上下。铁路带来的经济效

益不言自明。中老合作委员会办公厅主

任赛萨纳·西提蓬对记者说，中老铁路建

成将为老挝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工

业、农业、旅游业和房地产等多个产业的

发展。

贺红松说，希望本次东盟峰会及东亚

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能为互联互通提供

新的动力，推进工程项目顺利实施。

除了这条堪比生命线的铁路外，还有

一条“天路”闪烁在互联互通的成果中。

2015年11月，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

射“老挝一号”通信卫星。从此，老挝拥有

了自己的卫星。

目前，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援建

的4台通信天线已经开始在湄公河畔为老

挝乃至整个中南半岛地区提供通信和卫

星电视服务。电视服务还接进了峰会会

场和领导人下榻酒店。

“偏远地区的居民通过先进技术获得

对世界的新知识，拥有新的生活方式。”负

责老挝卫星运营的负责人亨·蓬马占对

“天路”寄予厚望。

全程参与发射卫星过程的亚太卫星

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咏冰则希望，中国和东

盟的互联互通不仅局限于基础设施的建

设，更要在增进文化与人际交流方面发挥

作用，“做到文化和民心之间的互联互

通”。

25年，风雨同舟。2016年，恰逢《东盟

共同体愿景 2025》付诸行动的开篇之年，

这对于中国-东盟关系而言，也是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人们有理由相信，

勤劳勇敢的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民，将会继

续携手奋进，共同迎接更美丽的明天。

（新华社）

并期举行的第28届、29届东盟领

导人会议6日在老挝首都万象拉开帷

幕。

东盟 2015 年年底宣布建成共同

体，并通过了《东盟 2025：携手前行》

愿景文件。今年是东盟共同体建成后

的开局之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将

今年会议的主题定为“将充满活力的

东盟共同体愿景变为现实”，呼吁继续

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加强区域和外

部合作以应对新挑战。

成立于 1967 年的东盟是东亚地

区最早着手一体化进程的次区域组

织。早在1992年，东盟就提出建立自

由贸易区，力争通过推进贸易自由化

提高合作水平和加强经济一体化建

设，增强东盟的整体实力。

随着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东盟

国家普遍认识到，只有建立本区域自

觉应对外部冲击的多种机制，才能保

证区域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建立一

个类似于欧盟的东盟共同体的设想应

运而生。

2003年10月，第九届东盟首脑会

议发表的《东盟第二协约宣言》宣布，

将于2020年建成以安全共同体、经济

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

的东盟共同体。

2007年1月，第12届东盟首脑会议

通过《宿务宣言》，决定将东盟共同体建

设提前至2015年完成。同年11月，第

13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为建立东盟

共同体提供法律保障的《东盟宪章》，同

时通过了《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

2009年2月，第14届东盟首脑会

议通过《东盟共同体2009 年-2015 年

路线图宣言》及相关文件，就 2015 年

建成东盟共同体提出了战略构想、具

体目标和行动计划。

2015年11月，在第27届东盟首脑

会议上，东盟领导人签署了《关于建立

东盟共同体的 2015 吉隆坡宣言》，宣

布 2015 年年底正式建成东盟共同

体。会议同时通过了愿景文件《东盟

2025：携手前行》，为未来十年的发展

指明方向。

2015年12月31日，时任东盟轮值

主席国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发布声明

说，东盟共同体当天正式成立。声明

同时指出，东盟共同体的成立不意味

着东盟共同体建设进程的结束，而只

是开始。

2016 年 7 月，在万象召开的第 49

届东盟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强调

东盟将全面、有效落实东盟愿景2025

相关文件，以建设一个法治和以人为

本的东盟共同体。

作为亚洲地区第一个次区域共同

体，东盟共同体成立后，东盟国家在政

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体

化水平不断提升。但因成员国间经济

发展水平多样性较强、贫富存在较大

差距等原因，东盟完全实现一体化仍

面临诸多挑战。 （新华社）

以心相交 成其久远
——记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

□新华社/发

一条铁路、一片土地、一颗卫星
——在老挝感受“一带一路”建设早期成果

东盟一体化建设历程
及2025年愿景

25年，白驹过隙，承载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友好交往中一段

辉煌的历史。中国－东盟对话关系，正从新的起点出发，向新

的高度飞翔。

本月6日至8日，中国与东盟各国领导人会聚老挝首都万

象，共话未来。以心相交，成其久远，这是中国-东盟关系的

基石，也是信心的基础。亲历这一历史进程的人们，心怀感恩

和期许，对合作共赢的蓝图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