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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铁路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布局合理的“铁路
网”，拉近了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乃至世界的距离。

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青藏铁路迈向“网时代”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记者李忠发)国家主席
习近平 25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
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坚持战略协作精神和世代友
好理念，加大相互支持，增进政治和战略互信，坚定
不移致力于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俄高层保持密切沟通，
发挥顶层设计和重要引领作用，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也为国际和地区形势健
康发展注入了正能量。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签署 15 周年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20 周
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立了中俄关系的战略性质，
条约确立了两国世代友好的理念。双方作出的这两个
重大战略决策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
时代发展潮流。

习近平强调，中俄要加大相互政治支持。双方
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不断巩固
和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中俄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
和新兴市场国家，双方要通过深化务实合作和利益
交融，特别是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一带一
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推进更广
泛的区域经济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发展中遇到
的困难和挑战，保持我们两国经济持续良好发展势
头。近年来中俄两国人文合作蓬勃开展，国家年、
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等
国家级主题年活动的成功举办，促进了两国广大民
众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

习近平指出，中俄要维护共同周边安全，加强在
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和配合。中俄作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维护地区及世界安全稳定
的建设性力量，要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全球战略平衡
和稳定，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通过友好协商
和和平谈判政治解决国家间分歧和地区热点问题，继
续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维
护好世界和平发展。

普京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保持经常接触，有利于
推进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当前，俄中全方位
关系发展迅速，两国政府间交流合作机制工作高效、
成果丰硕，对推动双方广泛领域互利合作发挥了重要
作用。作为战略协作伙伴，俄方愿同中方在各自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俄方赞同加
强双方在贸易、能源、高技术、安全、人文等领域合
作，支持欧亚经济联盟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接合

作。俄中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立场相近，双方保持
密切沟通协调十分必要。

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
了意见。

两国元首共同听取了双方有关合作委员会工作汇
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能源合作委员会
中方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俄人文合作委员
会中方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俄总理定期会
晤委员会中方主席、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合作理事
会中方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外交部长王毅以及
有关委员会俄方主席，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副总
理戈洛杰茨、罗戈津、特鲁特涅夫，俄外交部长拉夫
罗夫等分别汇报了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和
有关工作规划。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
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
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并见
证了经贸、外交、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农业、金
融、能源、媒体、网络、体育等领域 30 多项合作文
件的签署。

习近平同普京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

公厅主任栗战书，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上述活动。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

举行欢迎仪式。栗战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
竺、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等参加。

习近平同普京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强调坚定不移致力于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6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记者李忠
发)国家主席习近平 25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
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签署 15 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
题为《共创中俄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的
重要讲话，强调中俄要继续携手并肩，坚
定沿着条约确定的方向，积极进取，开拓
创新，共创中俄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让
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生活在和平、友谊、
阳光之中。张高丽出席。

习近平指出， 15 年前，中俄双方签
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不结
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国家关
系和世代友好的理念用法律形式固定下
来，为两国关系在 21 世纪长远发展奠定
了坚实法律基础。在条约宗旨和原则指导
下，双方建立起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
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也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稳定作出了
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 15 年来，在条约精神
指引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高
水平上快速向前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
硕成果。双方建立起高度政治互信。双方
都把对方发展视为本国发展的机遇，致力
于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双方建立起
完备的高层交往机制，确保双边关系高水
平运行。双方基于共赢原则开展互利互惠
经济合作。双方人文交流蓬勃发展，传统
友谊日益巩固。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密切协调和配合，成为促进国际和平稳定
的关键因素和建设性力量。 15 年来的实
践充分证明，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符合
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契合和
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习近平指出， 15 年后的今天，我同
普京总统基于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
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作
出新的规划。我们要以共同庆祝条约签署
15 周年为契机，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
大相互支持。我们要保持两国共同边界和
平安宁，积极开展边境地区合作，致力于
把两国共同边界建成友谊和合作的牢固纽
带。我们要深入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
“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
接合作，使中俄关系发展带来的福祉惠及
两国人民和整个地区国家人民。我们要大
力开展人文交流，使中俄世代友好代代相
传。我们要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加强国际战略协
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发展，维护好世界和平、安全、稳定。

普京在致辞中表示， 15 年前《俄中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是两国关系
中一件大事。俄中友谊源远流长，俄中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在友好、相互尊
重和充分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基础之上。
这一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契合两
国各自长期发展目标，也有利于全球及地
区稳定与安全。俄方愿继续加强同中方在
政府、议会、地方、民间各层级交流，密
切在外交、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合
作。

刘延东、汪洋、栗战书、杨洁篪、陈
元等出席。中俄各界友好人士约 400 人参
加。

纪念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普京还共
同出席了 2016 年中俄主流媒体联合采访
活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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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张德江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张高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届理事会年

会上强调：构建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亚洲基础设

施发展

6 月 24 日，赛艇爱好者在体验赛艇的乐趣。当
日，首届“皇家水道”赛艇公开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 新华社记者陈晓伟摄

全民健身乐趣多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甘泉)大别山深处，河南商城
县伏山乡里罗成村 2015 年将戴了几十年的穷帽子摘
了。然而，脱了贫的村支书并不轻松。同样不轻松的
还有县委书记。 2020 年前这个县累计将有 125 个村
会摘穷帽。摘穷帽只是脱贫第一步，难的是怎么拔穷
根？

里罗成村是大别山连片特困区腹地一个典型贫困
村，因交通极为闭塞， 80 多年前被红四方面军用作
红军医院藏身地。这里的村民常年生活在贫困线下。

3 年前，两件大事带来村庄巨变：一是扶贫攻坚，
村里 132 个贫困户被一个不落地找出，精准帮扶脱贫；

另一个是美丽乡村建设彻底改变交通水利、村容村貌。
在广东经营酒店的村民吴从林回乡担任村支书，带领
乡亲发展旅游。

吴支书给前来调研的商城县委书记李高岭介绍：
通过发展乡村游、农家乐带动数千亩茶园、板栗效益翻
了三四倍。目前全村 132 个贫困户减至 29 户。

成绩讲罢吴支书心直口快：“李书记，我也跟您交
个底儿，穷帽是摘了，可我心里老不踏实。”李书记让他
有话直说：“我也管给你出出主意。”

吴从林打开话匣子，讲出两大担心：
一是担心该兜底的兜不住。村里在册的 29 个贫

困户中， 22 户是鳏寡孤独、残疾人。现有兜底政策
保障水平实在太低。最特殊是胡合琴和两个孩子一
家，病、灾、学、残……几乎集中了所有的致贫原
因，可现有扶贫政策对接起来都是不解渴。吴支书忧
心忡忡。

二是担心依托产业刚脱贫的 103 户依然脆弱。环
绕村庄的 800 多亩耕地由于分散经营，种水稻小麦、撂
荒等五花八门，无法成景，成了乡村旅游的瓶颈。吴支
书干脆自己流转 100 多亩土地，连片种植油菜花、向日
葵吸引游客来村。但规模毕竟有限，每年还要亏进去三
四十万元。 （下转 2 版）

“摘穷帽”后怎样“拔穷根”
大别山区县委书记与村支书扶贫对话录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记者郁琼
源、申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
行)行长金立群 25 日在北京宣布，亚投
行董事会已经通过批准了该行首批四个
项目总计 5 . 09 亿美元的贷款，涉及孟
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塔吉
克斯坦的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
域。

金立群是在当天开幕的亚投行理事
会首届年会上发布这一消息的。当天下
午，其中的两个项目——— 塔吉克斯坦首
都杜尚别到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公路改
善项目和巴基斯坦 M4 国家高速公路
(绍尔果德与哈内瓦尔段)项目顺利举行
签约仪式。

其中，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到乌
兹别克斯坦边境的公路改善项目由亚投
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联合融资；而巴
基斯坦 M4 国家高速公路(绍尔果德与
哈内瓦尔段)项目是亚投行与亚洲开发
银行联合融资。

另两个项目，一个是亚投行独立
提供贷款支持的孟加拉国电力输送升
级和扩容项目，另一个是计划与世界
银行联合融资的印度尼西亚国家贫民
窟升级项目。

为使亚投行项目顺利运行，亚投
行董事会批准设立了一个项目准备特
别基金。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
2 5 日下午与金立群在北京签署了
5000 万美元的赠款协议。

这项基金旨在为亚投行欠发达的
成员国提供基础设施项目准备的保
障，包括环境、社会、法律、技术分
析等。中国作为提供第一笔赠款的国
家，将使这项基金于今年秋季运行。
亚投行也将寻求其他的资金捐赠以保
证基金持续运行。

亚投行理事会首届年会为期两
天。本届年会宣布，亚投行理事会第
二届年会将于 2017 年 6 月在韩国济
州岛举行。

亚投行首批四项目亮相

获中国 5000 万美元赠款
新华社海南文昌 6 月 25 日电(记者李宣良、王玉

山、李国利)中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号 25 日
在新建成的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标志着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任务顺利开启。

夜幕下的发射场区，海风轻拂，椰林婆娑，灯火
通明。

20 时整，“点火”口令下达，伴随着巨大的轰
鸣声，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从距离海边约 800 米的发射
平台上腾空而起，拖曳着一束耀眼的白色尾焰，飞越
茫茫大海，飞向浩瀚太空。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30 次飞行。作为我
国新一代高可靠、高安全、无毒、无污染的中型运载
火箭，长征七号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 13 . 5 吨，比
大家熟悉的长征二号 F 提高了近 60% 。

“长征七号的信息化程度、发射可靠性，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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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中国空间实验室任务顺利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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