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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马尼拉 11 月 19

日电(记者陈瑶、袁梦晨、郑
昕)在对菲律宾共和国进行
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
近平 19 日在菲律宾《菲律
宾星报》《马尼拉公报》《每
日论坛报》发表题为《共同
开辟中菲关系新未来》的署
名文章，引发菲律宾各界热
烈反响。

菲律宾多位官员、学者
及知名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菲律
宾与中国的全方位合作硕果
累累，两国关系迎来了进一
步发展的重要机遇。习主席
在文章中为未来菲中关系描
绘了美好蓝图，相信两国会
把握机遇，推动双边关系在
高水平上得到更大发展。

菲律宾财政部副部长兼
首席经济学家希尔·贝尔特
兰说，当前菲中经贸关系十
分密切，两国合作的多个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推进，
相信未来双方在经贸和基础
设施建设领域会开展更多合
作。“我期待着菲中经贸合作
越来越密切，也期待着菲律
宾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

菲律宾预算与管理部部
长本哈明·迪奥克诺认为，习
主席到访不仅可以强化菲中
外交关系和经济纽带，对菲
目前实施的“大建特建”基础
设施建设计划有着里程碑式
意义，相信菲中进一步合作
将为菲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
发展注入活力。

看到习主席在文章中提
到“越来越多菲律宾水果摆
上了中国百姓餐桌”，39 岁
的菲律宾香蕉种植工人奥唐
十分高兴。她说，现在越来越
多的菲律宾香蕉出口到中
国，“我希望两国关系能继续
友好下去，因为两国关系越
好，两国人民特别是菲律宾
人就受益越大”。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特
别提及历史上苏禄国王带着
菲律宾人民的美好祝愿踏上
通往中国的友谊之路的一段
佳话。苏禄国王后代杰赛尔·
基拉姆读到文章后十分激
动。她说：“我很高兴直到今
天中国领导人仍铭记着那段
历史。”600 多年前的菲中两
国已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份
友谊值得两国人民珍视并一
代代延续下去。

菲律宾专家学者认为，习
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出的深化政治互信、坚持合作谋实、坚持民
心相通、坚持携手共赢四点主张，为未来菲中合作指明了方向。

《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荣认为，菲中深化政治互信，
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并加强海上对话合作，这不仅对
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同时对维护整个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
繁荣都有着示范作用。

菲律宾雅典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卢西奥·皮特洛说，中国
在区域互联互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菲律宾将与中国通力
合作，通过沟通增进互信，增加共识，为东亚区域合作贡献力
量。

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志河说，习主席此访必将促进两
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菲的华侨华人一定会继续同菲
律宾人民和睦相处，共同打拼，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9 日电（记者凌朔）不久前，一位西方纪
录片导演在菲律宾吕宋岛科迪勒拉山发现了一个丛林部落。部
落里有一位年近 90 岁的女祭司擅长古老的文身术。部落里几乎
所有人都向往文身，有了文身，才有地位。这一“新发现”，早在中
国元代航海家汪大渊的著作《岛夷志略》中就有所记载：苏禄(今
菲律宾苏禄群岛一带)和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和吕宋岛一
带)的男子常搭船到泉州，“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
人以尊长之礼待之”。

原来，海上丝绸之路，不只是货物往来的通道，不只是人员交
往的走廊，更是一条不同文化交流互通的扬帆路，不管是历史上菲
岛男子为了文身直挂云帆下泉州，还是如汪大渊一样远渡重洋访
诸国。在中菲两国有记录的千年交往史中，写满了这样大大小小的
逐梦故事。

一个关于交往的梦

冰河时代，当连成一片的巽他大陆地壳运动导致大量陆桥下
沉，一个岛屿集群出现在西太平洋，宛如珍珠散落碧海，让这片土
地自有人类活动以来注定要编织一个个出海交往的梦，其中就包
括今天菲律宾的 7000多个大小岛屿。

《宋史》第一次明确记载了中菲关系史上的人员往来活动。
公元 982 年，“摩逸国(即麻逸)载宝货至广州海岸”。此后，不断
有中国人前往菲岛，记录下当地人“煮海为盐，酿蔗为酒，织竹为
布”的生活图景。

宋代科技大发展之后，逆风行船技术的普及，使中菲交往的
愿望越发强烈。《新元史·外国传》记载，三屿国(今菲律宾巴拉望
一带)“时有至泉州为商贾者”。而在泉州一带至今流传着“要想
富，须往猫里务(今菲律宾吕宋岛南部一带)”的经商民谣。

《明史》记载，明代前往菲岛经商的福建人达到数万人，有些人
还在当地定居。西方文献也记录到，明代以后菲律宾的华人猛增，
仅马尼拉一地的华人，1571年仅为 150人，1588年达到 1万人上
下，1603年则突破 3万人。

一个关于交流的梦

交往，带动交流和贸易，在惠及双方的同时，促进了对彼此
社会的认同，推动了技术、物种、文化、理念的相互传播。这是中
菲交流史中极为明显的特征。

宋明两代，伴随一些中国商人与菲岛人的定期贸易，当时中
国先进的农业、工业技术被传播至菲岛各地。中国人向菲律宾人
介绍水牛、黄牛、水车、水磨的使用方法，传播水稻和蔬果的种植
方法，交流捕鱼、养鱼、酿酒技术，传授采矿、冶炼、火药、造纸、制
糖、建筑、印刷乃至使用精密罗盘航海的方法和技术。

菲律宾也向中国古代社会输出了大量新鲜的物种和手工技
术。

明代以前，中国人从菲岛地区进口了一种名叫马尼拉麻
的蕉麻，用来制造船上的绳索、锚索。明万历年间，伴随联通菲
律宾与南美洲的“大帆船贸易”的兴起，玉米、甘薯、可可、龙舌
兰、菠萝、木薯、南瓜、腰果、落花生等作物从美洲经由菲律宾
传入中国，而菲律宾的苏木、片脑、豆蔻、降香、荜拨等香料与

药材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的药库。

一个关于交好的梦

两种文明，从交往到交流再到交好，往往是从陌生到信任

的过程。
中国史书记录了早期中菲贸易中信任关系形成的过程。

中国商船最初抵达苏禄后，不敢贸然登岸，以敲鼓的形式通知
当地人。当地人便划着小船，带着当地物产，登上大船与中国
商人交易。后来，双方都觉得这种方式非常麻烦，大船便直接
靠岸交易，但须有一两个当地人到大船上充当临时“人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信任慢慢建立起来，苏禄人也从贸
易中获利。他们希望中国商船年年来，常常来，并挽留中国船
员在当地长期居住。久而久之，一些中国人干脆留了下来，成
为苏禄地区的早期移民。

民间交往积累深厚友情，政府交好的时机也渐渐成熟。
1417 年，苏禄地区东王、西王、峒王率眷属陪臣 340 多人

跨海访问明朝，受到永乐皇帝的隆重接待，也把苏禄与中国的
关系推向高潮。返回时，苏禄三王一行在途经德州时，东王不
幸染疾病故，葬于德州城北，留下亲属守灵，世代相传。

苏禄王访华是中菲两国历史上元首外交的浓墨一笔，但并
不是唯一。公元 1406 年至 1410 年，冯嘉施兰国王嘉马银三次
访华。这个冯嘉施兰，就位于今天马尼拉以北的林加延市一带。
此后的 1420 年，古麻剌朗国(位于今天的棉兰老岛)国王也前
往南京访问，回国时因病去世，安葬福建，并留有一支后人。

一个关于交心的梦

一个民族的通用语言引用、吸纳、融汇另一种语言的元
素、语汇，正是文明交融、社会交往、人民交心的写照。以他加
禄语为主的菲律宾语言借鉴融汇了大量闽南方言。菲律宾语
言学家马努厄尔在《他加禄语中的汉语成分》一书中收录了
381 个来源于汉语的词汇。

史书的记载、技术的传播、民俗的相传、语言的继承……
就像一个个时光胶囊，收藏着历史中的友好片段。当海上丝绸
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演进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的发展
梦想开始升起新的合作风帆。

过去两年，中菲两国密切交往互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
和菲律宾发展战略，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投资等领域展开
务实合作，中菲贸易总额持续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菲律宾第
一大贸易伙伴。

正是在这样的发展底气中，菲律宾毅然决心走进“基础设
施黄金时代”，从铁路到城市快速路，从跨海大桥到大坝项
目……菲律宾积极与中国展开大型项目的探讨、评估、融资与
合作。

不止是项目建设。无论在反恐战争后的城市重建中，还是
在禁毒行动的装备支援里，无论是在自然灾害的救援现场内，
还是在加深了解的文化旅途间，都能看见那种亲望亲好的祝
福，以及对海不扬波的企盼。

历史和现实在交汇。千年的积淀，让友好一如既往。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9 日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
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专利代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1991 年施行的《条例》对规范专利代理活动、推动专利事
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
断完善，专利代理行业发生了较大变化，修订后的《条例》从专
利代理执业准入、执业规范和服务监管等方面修改完善了相
关制度。

《条例》改进了专利代理师执业准入制度，规定具有高等

院校理工科专业专科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可以参加全国专利
代理师资格考试；考试合格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颁发专
利代理师资格证；符合法定条件即可执业。

《条例》改进了专利代理机构执业准入制度，规定专利代
理机构的组织形式应当为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从事专
利代理业务应当具备法定条件，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
申请，提交有关材料，取得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是否颁发
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决定。

《条例》完善了执业规范和服务监管，规定除法律另有
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自行在国内申请专利和办理
其他专利事务，也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办
理；专利代理机构收费应当遵循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
则，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明确了专利代理机
构、专利代理师执业的行为规范及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
专利代理行业组织应当加强对会员的自律管理；要求管理
专利工作的部门优化服务，改进检查监督方式，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

李克强签令公布修订后的《专利代理条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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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9 日电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
11 月 19 日在浙江德清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贺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视频贺辞。

李克强表示，地理信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当今世界，地理信息技术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促进了新动能、新业态、新
应用的发展。中国政府始终积极参与和支持全球地理信息
领域合作，赞赏联合国在协调和管理地理信息、推动全球
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的努力。中国将继续与各国携手努
力，推动地理信息合作为服务全球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提升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希望
大会本着“同绘空间蓝图，共建美好世界”主题，集思广益，
加强合作，为扩大地理信息全球应用、促进世界地理信息
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李克强信贺世界地理信息大会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9 日电(记者

王卓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
书 19 日在人民大会堂与葡萄牙议长
罗德里格斯举行会谈。

栗战书说，中葡 1979 年建交以
来，双边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回
顾近 40 年来的历程，高水平的政治
互信成为中葡关系发展的一大突出
特点，在开放中扩大合作、在合作中
共同发展成为中葡关系发展的一条
成功经验。如今，两国关系成熟稳
定、充满活力，在各领域的合作前景
广阔。中方愿同葡方一道，发挥好高
层交往特别是元首外交的政治引领
作用，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
持，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等领
域的互利合作，密切在国际事务中
的沟通协作，推动中葡关系深入发
展。

栗战书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 40 周年。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
的鲜明标识。在刚刚举行的亚太经
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上，习近平主席出席系列活动并
发表重要讲话，就把握世界经济发
展正确方向、探索国际社会有效治
理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包容、创新、
规则导向的 5 项主张，强调中国在
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将为世界各
国共同繁荣作出重大贡献。今年以
来，中国已经宣布一系列新的对外
开放举措。欢迎包括葡萄牙在内的
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
互利共赢。

栗战书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葡
萄牙议会开展更加机制化、系统化的
交流与合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关系发
挥积极作用。要进一步扩大双方高
层、各专门委员会和友好小组之间的
往来，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助力
两国关系发展和各自国内法治建设；
要充分发挥立法机构特点和优势，为
两国互利合作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从法律上保障投资者和相关人员的
合法权益；要积极支持人文交流和地
方合作，不断夯实中葡友好的社会基
础。

罗德里格斯说，葡萄牙人民对中
国人民怀着友好感情。在葡中社会各
界的共同推动下，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在政治、经济、人文和国际事务等各领
域开展了更加紧密的合作。葡萄牙议
会愿加强与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与合
作，继续为葡中友好事业添砖加瓦。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
参加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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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9 日电(记者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 19 日说，中方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六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也展现了
最大诚意，愿继续同各方加强沟通，推进 APEC 合作。

当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APEC 第二十六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未能在会议结束时发表领导人宣言。美
方官员称是因为中方反对，导致大家没能达成共识。请问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此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确实未能
发表领导人宣言，但原因并不是美方所说的那样。”

他说，会议期间，与会领导人就亚太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会议推进了 APEC 框架下的各领域务实
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中方对会议的成功表示祝贺，对巴新
作为东道主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

耿爽说，与会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贸易问题，特别是多边
贸易体制等交换了意见。多数成员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支持世贸组织发挥应有作用。许多成员，特别是发展
中成员明确表达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
发展利益和发展空间的立场，这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关于加强和改进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耿爽说，中方赞成世
贸组织与时俱进，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但改革必
须维护世贸组织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由于有关进程尚未
启动，各方在相关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尚待深入交换意见，缩
小分歧，扩大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应避免匆忙预判结果，更不
能借改革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损害别国根本利益，将自己的
想法强加于人。强权政治和经济霸凌的做法遭到了大多数
APEC 成员的反对。

耿爽说，协商一致是各成员参与 APEC 合作的一个基本
原则，也是确保 APEC 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各方应始终相

互尊重、求同存异，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推进务实合作，促进
共同繁荣。

他说，中方坚定走开放发展道路，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
易体制，“我们履行了应尽义务，用实际行动为全球和地区经
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方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巴新方作为主席举办一次成
功的 APEC 领导人会议，也为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发挥了
建设性作用，也展现了最大诚意。中方愿继续同各方加强沟
通，推进 APEC 合作，并参与有关问题的讨论。”他说。

在回答中美是否在争夺亚太地区领导权的提问时，耿爽
说，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分别是
世界上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在 APEC 内自然格外引人关
注。但 APEC 成员都是平等的，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
展合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中方此次诚意满满地出席了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习近平主席在会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就如何促进世
界经济发展，加强全球经济治理阐述了中方的立场主张，就如
何深化亚太合作也提出了中方的意见建议。中方的发言没有
针对谁，也没有挑战谁。”耿爽说。

耿爽说，中方一直在讲，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
国，也容得下亚太各国。亚太地区是各国共生共存的家园，不
是你输我赢的战场。APEC 是深化合作的平台，不是相互指
责的地方。中方参会是寻求共识、促进合作的，不是来打擂台
赛的，也不是跟谁唱对台戏的。

“我们希望美方能和中方以及其他各方一道，尊重亚太地
区多样性的现实，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推动
APEC 合作，共同建设亚太大家庭，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他说。

谈 APEC 会议未能发表领导人宣言

外交部:中方展现了最大诚意

“让我们利用地理空间信息，共建一个更安全、更美好、不
让任何人掉队的世界。”19 日，首届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
在浙江省德清县拉开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来贺词
视频。他鼓励参会嘉宾在会议期间，就一系列广泛议题建言献
策，包括新兴技术、共享数字经济、建设智慧社会、加强国际合
作，以及构建数据和地理信息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据介绍，大会以“同绘空间蓝图，共建美好世界”为主题。

来自联合国成员国政府、地理信息相关领域国际组织、学
术界、产业界的百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大会，200 余家
地理信息相关企业参加大会技术与应用展览。

(记者殷晓圣、魏董华)据新华社杭州 11 月 19 日电

首届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在德清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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