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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各国热议李克强访泰 促合作“大手拉小手”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14-12-21 19:36 来源： 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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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各国热议李克强总理访泰

国际在线报道：19日至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泰国访问。19日，李克强总理会见了泰国总理巴育，并

与巴育总理共同见证了中泰铁路和农产品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20日，李克强总理出席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

作第五次领导人会议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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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互联互通，促进区域发展是李克强总理此访的重点内容，这一内容紧扣东南亚各国的实际关切，引发了东

南亚媒体和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各国具体说了啥？小编身边神一样的通晓东南亚各国语言的同事们为您独家详细

解读。

媒体聚焦

即将建交40周年的中泰两国持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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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邮报》20日报道，廊开—坎桂—玛塔卜线全长约734公里，坎桂—曼谷线为133公里，将全部使用中国技

术、标准和装备。中泰两国在铁路等方面签署协议表明了中国加强与泰国合作、促进两国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愿

望，同时也表明泰国已成为中国和东盟合作的核心。该报援引泰国分析人士的话称，即将迎来建交40周年的中泰关

系持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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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铁路合作全部采用中国设备、中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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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报记者布拉灿盘通拉其发表的文章中强调：中泰铁路合作将全部采用中国设备、中国标准。对此，网

友Latinna在经济基础报的网站上留言：“在听了多少年的欧洲标准、美国标准后，今天终于在大型项目中听到中国

标准了。”

泰国NationChannel在21日的早间新闻评论中说：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了。这意味着中国拟议中的

泛亚铁路国外部分获得重大进展，这将为今后老挝与泰国、泰国与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高铁联通奠定重要基础。在

旅游方面，一旦这条800多公里的铁路建成后，能让游客多了另一种交通选择，中国游客可以坐着火车去曼谷，而泰

国的新鲜水果和优质大米也将找到一个稳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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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希望与中国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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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7台电视台报道说：“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亚洲也遇到经济下行压力，但仍是全

球具有增长活力的地区。泰国希望与中国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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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次区域国家的合作是大手拉小手温暖人心

泰国销量最高的报纸泰叻报21日报道称，中国为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以及老挝提供30亿元人民币的无偿

援助，用于用于支持中南半岛国家减贫合作，完善基础设施、提高生产和应对贫困。对此，文章评论称，中国和次

区域国家的合作，可以说是大手拉小手，温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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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湄公河次区域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泰国国家通讯社、泰国NationChannel电视台等媒体都详细报道了李克强总理的行程和中泰铁路合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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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经理人在线”网站更是连续两天推出系列报道，详细报道李克强总理此次访泰的相关情况。21日，网站

发表文章总结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五次领导人会议成果。文章指出，中方主张建立次区域跨境电子商务合

作平台。中方明年将向东盟欠发达国家提供3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无疑给湄公河次区域提供了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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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的目的是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协调发展

20日，“经理人在线”网站发表了题为《中国总理祝贺新年，重申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立场》的文章，详细报道

了李克强总理19日参加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的整个过程，并报道了李总理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第

五次会议的目的是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协调发展。

柬埔寨媒体关注互联互通工程柬埔寨段发展 

  柬埔寨《金边邮报》20日发表了题为《GSM领导人将通过510亿美元计划推动区域发展》的文章，指出大湄公河

次区域经济合作将在5-10年内，在10个领域123个项目上投资515亿美元，并着重介绍了目前柬泰边境修建铁路、铁

桥的情况。

柬新社也发表文章报道了柬埔寨首相洪森抵达曼谷参加GSM领导人会议的消息，并表示柬方非常关注互联互通工程柬

埔寨段的发展。

受众声音

中泰合作真正让老百姓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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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铁路尽快开通  

泰国网友Akong在国际在线泰文网相关报道下留言说：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这次访问的成果是十分丰硕的，铁路开到家门口，我们的农产

品能更好地得到便捷的运输和销售，在讨论地区合作时，更应该客观地看待,看每一次协议是否真正的能给我们带来

实惠。我想这个计划是真正能让老百姓收益的。”

泰国网友瓦拉提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泰语部开办的Facebook官方主页上留言说：

“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中国总理在许多地方都大力推介高铁。这么一来，既有利于沿线各国的发展，也构建了

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高铁网络，有助于中国与各国的合作与发展，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网友Yitian也在泰语部开办的Facebook官方主页上留言说：

“中国总理这样的强有力的推介，是真的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利益的，连总理都那么积极，我们还有啥放不开

的。可以料想到，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水利、农业、房地产板块股票又要涨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泰语部忠实听众阿叻猜是泰国曼谷的一名旅行社经理，他给国际台泰语部发来邮件说：

“中泰合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旅游交流，现在到泰国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希望在协议签订后中泰之间的

旅行方式增加更多的途径，比如可以跨国汽车旅游、高铁旅游、甚至是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旅游线，都是十分值得期

待的，当然如果能够早日实现免签更加是我们旅游从业人员和游客们都十分期待的。”

中泰铁路合作惠及彼此战略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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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曼谷开办的调频台LikeFM听众、泰中文化经济协会副会长素林墩拉瓦塔纳集说: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促进中泰合作进往深层次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和泰国的铁路

合作协议终于签了，听说李总理飞了10个小时的夜航来出席这个签字仪式，足见总理对这个协议的重视。""

泰国国家广播电台资深记者颂颇占法在参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泰语部新闻节目时表示：

“本次中国总理李克强来访，带来的不仅仅是高铁，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决定，这是有百利无一害的

事。泰国正在努力成为东南亚的中心，但成为地区的中心首先要成为地区的交通枢纽。现在泰国的公路和机场建设

都已经比较先进，但是铁路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如果高速铁路通车，那么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将会更加便利。泰

国的大米、橡胶、新鲜蔬菜等农产品将能够通过高铁运送到中国和周边国家。这一方面将大大地促进泰国的经济发

展，另外一方面也能让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百姓吃到最新鲜的泰国农副产品。此外，中国和泰国的游客也可以坐高铁

往来，这将促进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的旅游业发展。”

泰国网友MakunLuck在泰国最大的综合论坛Pantip上说：

“高铁的发展，对泰国战略布局都有很大的帮助，虽然中泰高铁合作有起有落，但这是事物发展过程的必须的

经历，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能因噎废食。中泰从官方到民间都有很好的合作基础，GMS会议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地

区和平稳定是大家共同的心愿，促进交通和物流的连接肯定能提升地区内部的流通，促进经济的发展。”

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其他成员国

在互联互通中彼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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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柬友谊台在18日至21日的节目中详细报道了李克强总理此次访问泰国的相关情况，中柬友

谊台在金边的直播室接到许多听众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讨论。

波罗勉省听众斯雷拉说：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会议上，中国可以分享自身经验，与其他各国一起共同保护和发展湄公河流域。此

外，这一会议也可使大湄公河次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展示在世界舞台，这对于湄公河流域国家各领域的发展，特别是

旅游业具有促进作用。”

金边听众皮鲁姆表示：

“我认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的召开对于区域政治稳定和经济提升都有重要意义。会议重点

关注湄公河流域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这将在物流、旅游等领域惠及相关各国。通过会议，与会各国将讨论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出谋划策，加强互信。中国也可以更有力的参与到湄公河流域欠发达国家的减贫事业中。”

金边听众桑博说：

“中国总理访泰并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意义重大。湄公河流域各国地理相通，一方面，中

国在其中扮演了“心脏”的角色，推动血液向其他湄公河流域国家的输送，为帮助其他各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另

一方面，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其他成员国在互联互通中彼此受益。相信此次会议会达成促进区域内共同发展的目

标，特别是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要想富先修路。大湄公河次区域内各国要发展，就首先要做好交通的连结和畅

通。此外，由于柬埔寨人力资源相当缺乏，我也期待我们能从中国学习到人力培训方面的经验并开展相关合作。”

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国家有很大的帮助希望菲中关系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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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受众胡瑟在国际在线菲律宾语网站上留言说：

“李克强总理访问泰国成效显著。由此可见，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国家有很大的帮助。”

菲律宾受众玲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菲律宾语部开办的Facebook官方主页上发帖说：

“东盟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现在菲中关系不是很好，真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恢复到以前，菲中关系应该得到

加强。”

责任编辑： 张维

李克强会见泰国总理巴育时强调 共同建好中泰铁路 促进区域互联互通

李克强从泰国曼谷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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