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渠宏卿 新华每日电讯要 闻2

习近平在塔什干分别会见五国领导人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

新华社塔什干 6 月 23 日电(记者霍小光)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巴基斯坦总统
侯赛因。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巴关系强劲发展，高层
接触频繁，务实合作深入推进，两国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沟通协调良好。今年是中巴建交 65 周
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将
中巴友好更多转化为务实合作的动力。深化务
实合作，重点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要加快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项目进度，稳步扎实推
进走廊配套民生项目。深化经贸、安全、人文领
域合作，不断充实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内涵。

习近平指出，在本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
巴基斯坦将正式签署《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
备忘录》，这是巴基斯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
成员进程中关键一步，中方期待同巴方在上海合
作组织框架内开展深入合作。

侯赛因表示，巴中友谊在巴基斯坦深入人
心，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一贯相互支持，巴方坚决支持中方在台湾、涉藏、
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巴方期待着在经济发展
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基础设施、反恐安全
等领域和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事务中继
续密切同中方合作。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土库曼斯坦总统别

尔德穆哈梅多夫

新华社塔什干 6 月 23 日电(记者杨依军)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土库曼斯坦总
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中土关系发展，
愿同土方一道努力，全面提高各领域合作水平，
充实中土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习近平强调，能源合作是中土战略伙伴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好并拓展能源合作，有
利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企业在土库曼斯
坦开展业务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回馈
当地民众。中方赞赏土库曼斯坦积极支持和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欢迎土方为改善地区交通
基础设施条件、促进物流运输效率提升采取的
措施，愿推动中方企业积极参与相关合作。中方
愿同土方研究启动两国产能合作，继续探讨农
业合作。双方要密切人文合作。我对土方将在中
小学开设汉语课程感到高兴。双方要加强执法
安全合作，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本地
区安全稳定。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土中战略伙伴
关系发展的政治、民心基础牢固。土方愿密切
两国政府、议会和民间交流，深化经贸、能源、
交通、物流、通信、高技术、人文领域和国际事
务中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土方坚
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支持土永久中立
政策。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蒙古国总统额勒贝

格道尔吉

新华社塔什干 6 月 23 日电(记者骆珺)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蒙古国总统额
勒贝格道尔吉。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蒙关系发展势头良
好，双方保持密切交往，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双
方应共同努力，加紧落实已达成的各项重要共
识，充实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两国
关系迈上新的更高水平。两国要加强各层级交
往，夯实互信基础，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要加快推进丝
绸之路经济带同“草原之路”倡议战略对接，拓
展务实合作，努力实现双边贸易额 2020 年达到
100 亿美元的目标。积极推动两国大项目合作
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过境运输等项目上加强合
作。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
多边机制内合作，愿同蒙方、俄方共同推进中蒙
俄合作，支持蒙方下个月举办第十一届亚欧首
脑会议。

额勒贝格道尔吉表示，蒙方对蒙中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感到高兴，感谢中方长期
以来对蒙古国社会经济发展给予的帮助。蒙方
愿加强同中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拓展两国边境
口岸建设、过境运输等合作。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新华社塔什干 6 月 23 日电(记者魏建华)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塔吉克斯坦总
统拉赫蒙。

习近平强调，中塔是亲密无间的友好邻邦
和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近年来，两国保持密切
高层交往，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多项早期收获。
中方重视发展中塔关系，愿同塔方推动两国发
展战略深入对接，做好顶层设计和重点项目遴
选，稳妥有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
深化农业、基础设施、紧急救灾等领域合作，便
利人员往来；加强反恐、禁毒、网络安全、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等安全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是促进地区和
平稳定和共同发展繁荣的重要建设性力量。中
方愿同塔方以及其他成员国一道努力，坚持弘
扬“上海精神”，使上海合作组织为成员国长治
久安和发展振兴作出更多贡献。

拉赫蒙表示，塔中世代友好，双边关系建
立在平等、互信、互利基础之上。近年来，两国
经贸合作势头良好，有关合作大项目不仅成为
塔方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更对区域经济发展
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塔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愿继续加强同中方在基础设施、电力开
发、农业、地方、人文、安全等领域合作。塔方支
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完全理解和坚决支持中
方在南海问题上原则立场，反对将南海问题国

际化。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新华社塔什干 6 月 23 日电(记者魏建华)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印度总
理莫迪。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印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沿着我和莫迪总理共同确定的方向快
速发展。慕克吉总统上个月访华期间，我同
他就发展双边关系进一步达成重要共识。中
方愿同印方共同把握好中印关系发展大方
向。中印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存在的具体分
歧。双方要深化务实合作，加强贸易、铁路、
产业园区、能源电力、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
领域合作。中方欢迎莫迪总理 9 月出席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我期待 10 月赴印
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习近平祝贺印度将在本次上海合作组织
峰会期间签署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
录，表示期待同印方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
加强合作。

莫迪表示，印中传统友好。近年来，双边
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
共识正在得到落实。印方愿同中方加强各领
域务实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
通协调，妥善处理两国间有关问题。感谢中
方支持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 6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

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 6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

哈梅多夫。 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 6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
尔吉。 新华社记者李涛摄

▲ 6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新华社记者李涛摄

▲ 6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新华社记者饶爱民摄

新华社评论员

“绿野草铺茵，空山雪积银。”在万物丰茂的
盛夏时节，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古丝绸之路经由
之地乌兹别克斯坦并发表重要演讲，回首东西方
文明交流悠久历史，展望“一带一路”建设广阔前
景，以长远擘画和务实举措，向全世界表达共商
共建共享的真诚愿望，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合
作迈向更高水平、更广空间注入新的动力。

春华秋实，三年有成。自 2013 年 9 月习主席
首倡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建
设在探索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
逐渐成为沿线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一带一路”

的感召力，源于深厚的历史渊源、人文基础以及历
久弥新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的吸引力，在于其
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契合了各国
对接机遇、加快发展的共同期待；“一带一路”的生
命力，更因顺大势、应民心的“中国理念”“中国方
案”焕发勃勃生机。从 7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

极参与到 30 多个国家与中方签署合作协议，从产
能合作方兴未艾到亚投行正式运营，“一带一路”

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合作之路越走越宽。沿线各国
的高涨热情和积极参与，为“一带一路”建设不断
添砖加瓦。

“知者善谋，不如当时。”观当下，“一带一路”

建设已经初步完成规划和布局，正在向落地生
根、深耕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望长远，“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优势明
显，互补性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立足当下、着
眼未来，坚持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习主席对
“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构建互利合作网络、共创新
型合作模式、打造多元合作平台、推进重点领域
项目等四点倡议，期待推动区域合作再上层楼，
与世界各国共创发展机遇、共享美好未来。

让“一带一路”梦想落地生根，需要登高望远的
顶层设计与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相互促进、相得益
彰。无论是制定出台共建“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文

件凝聚共识，还是 2015 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直接投资达到 148 亿美元，增长近
20% ，实践表明，只有携手构建务实进取、包容互
鉴、开放创新、共谋发展的互利合作网络，共同打
造沿线国家多主体、全方位、跨领域的互利合作
新平台，才能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民间促进
的立体格局，激活民间资源，凝聚发展合力。

让“一带一路”梦想开花结果，离不开重点
领域项目的有力支撑。3 年来，“一带一路”建设
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早期收获。匈塞铁路、中国
东线天然气管道等一大批示范项目，让世界见
证行胜于言的中国贡献，看到实实在在的发展
红利。从继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到全面推进国
际产能合作，从加强金融创新和合作，到加强人
文领域合作，按照习主席提出的努力方向持续
发力、久久为功，我们必将发掘更多利益契合
点，民心共鸣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结出更多
合作硕果。

让“一带一路”梦想枝繁叶茂，尤需新型合

作模式的滋养灌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
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上也存在差异，决定了
只有赋予合作新的时代内涵，做到共处时相互
尊重、包容差异，共事时帮贫扶弱、均衡发展，
才能确保不断加深理解、促进合作、实现共赢。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沿线各国发展规
划对接为基础，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
纽带，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
柱，以金融互利合作为重要保障，积极开展双
边和区域合作，我们就能开辟携手前进的阳光
之路，走出互利共赢的通衢大道。

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的信念绵延万里，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精神传承千年。“一带
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共同的事业 、共同的
福祉。只要我们携手同心、精诚合作，沿着这
条互尊互信 、合作共赢 、文明互鉴的道路不
断前行 ，定能奏响“一带一路”建设的新乐
章，为实现“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梦想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让“一带一路”梦想在务实合作中不断成长

(上接 1 版)普京首先对中国江苏盐城遭遇龙
卷风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向中方表
示深切慰问，指出俄中两国一贯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十分重要。普京表示，我期待着即将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愿届时就推进双边关系、加强双边合作
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

普京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和平稳
定、促进区域经济融合方面影响巨大。俄方赞成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欧亚经济联盟和“一
带一路”倡议对接合作。希望新成员的加入将有
助于上海合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上接 1 版）额勒贝格道尔吉表示，蒙中俄达成
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十分重要。蒙方愿同中俄一道，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边境地区经济合作。蒙
方希望加强同中俄在农业、救灾减灾等领域合作。

会晤后，三国元首见证了《建设中蒙俄经济
走廊规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蒙古国海关与税务总局和俄罗斯联邦海关署关
于特定商品海关监管结果互认的协定》等合作
文件的签署。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晤。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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