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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分别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

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

▲ 5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习近平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

举行会谈，一致同意深化中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记者侯丽军、王
晓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智
利总统巴切莱特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共同努力，深化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智利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
的南美国家，也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
协定的拉美国家，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开创了
多项“第一”。当前形势下，两国作为好朋友、好
伙伴，应该携手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开好局、起好步。双方要充分发挥两国各领
域、各层级对话机制作用，落实好两国政府共同
行动计划，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筑牢基础。要以
双边自贸协定升级为主线，构建多元合作格局，
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对接发展战略，促进
相互投资，推进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地区互联
互通、清洁能源、信息通信等领域重大合作项
目。要深化在防灾救灾、灾后重建以及南极科
考、天文观测、生物科技、空间卫星等科技领域
合作，扩大文化、教育和旅游等人文交流，丰富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中方愿同智方加强在

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
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并以智利加入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契机，共同促进亚太地区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习近平指出，拉美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
潜力的新兴地区之一，是国际格局中一支不
断上升的重要力量。中方赞赏智利为推动中
拉论坛建设所作的积极贡献，愿与智方共同
努力，推动中拉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
深层次互利共赢，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巴切莱特表示，很高兴来华出席“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对中国进行访问。智
中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拥有广泛的共同利
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智方致
力于深化智中合作，愿发挥好两国政府间对
话机制功效，加强政治、经济、投资、农业、能
矿、金融、环境、文化、旅游、电子商务、信息通
信、基础设施、南极科考等领域合作，尽早完
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便利双方人员往来。智
方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愿同
中方加强协调配合，促进中拉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政治、经
贸、投资、金融、农业、旅游、南极科考等领域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

场为巴切莱特举行欢迎仪式。王沪宁、栗战
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平、杨洁篪、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等出席。

习近平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记者侯丽军、
郭宇靖)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在人民大会堂
同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土各领域关系发
展迅速。发展中土战略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为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
大发展，中土双方要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关
切，深化安全反恐合作。要本着平等、互利、共
赢原则，加强战略对接，继续推进“网上丝绸
之路”经济合作，促进双方政策沟通、设施共
建、产业合作，推动两国贸易平衡发展。中方
高度赞赏土方支持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愿同土方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稳步
推进重大合作项目。中方欢迎土方 2018 年来
华举办土耳其旅游年，愿同土方以签署互设
文化中心协定为契机，推动双边人文交流，夯
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 （下转 2 版）

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北
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即将正式拉开帷幕。这
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3 年多
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对于
这次会议，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看点一：此时举办

高峰论坛有何深意？

“这是一个关键节点的推
进性举动。在这个时间节点召
开高峰论坛有承上启下的作
用，既总结以往经验，更是为了
规划未来，为更深层次合作奠
定基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3 年
多来，取得了丰硕的早期收获，
目前已得到世界上 100 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
中方已与 40 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就共建“一带一路”签署了
合作协议。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由中
国首倡，但现在已从中国倡议
变成了全球共识，并进入全球
行动的阶段。”四川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教授戴永红说。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
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外界对
中国承担更多国际经济发展责
任的期待也在增加。共建‘一带
一路’就是促进全球和平合作
与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响应
了各方关切，也体现了中国的
大国责任和担当。”戴永红说。

看点二：与会嘉宾

阵容有何讲究？

阵容强大的与会嘉宾是本
次高峰论坛的一大看点。

“与会嘉宾涵盖了五大洲，
有政要、官员、专家学者等各界
人士，充分说明了中方倡议得
到的积极响应，也体现了本次
论坛的开放包容。”阮宗泽说。

据悉，出席论坛活动的除
29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多
位国际组织负责人，还有 130
多个国家的约 1500 名各界贵
宾。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
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让
更多国家和各界人士参与论
坛，有利于凝聚共识、形成合
力，对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的体现，如此高规
格的与会嘉宾也为中国与有关
国家探讨双边合作提供了机
会。

按照国际会议惯例，东道
国领导人一般都会同参会外国
领导人在会议期间举行双边晤
谈，探讨双边关系发展和共同
关心的问题。这次应该也不例
外。

看点三：未来国际合作将有何新举措？

中国将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开展国际合
作？这是国际社会对本次论坛关注的一个重点。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宗瑜认为，各方应
充分利用论坛这个平台，规划实施路径，做好项目落地，
推动合作共识落地生根。

论坛议程安排透露出对于如何开展深度合作的一些
考量。除了领导人参与的圆桌峰会，论坛将以“1+6”的形
式举行一场高级别全体会议和六场平行主题会议。

高级别会议将重点探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经贸合
作、能源资源、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环境和海上合作
等 8 个方面。六场平行主题会议则分别聚焦“五通”和智
库交流。

李向阳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的早期收获中，不少集
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今后贸易畅通中的贸易便利化
会进一步加强；随着设施联通的推进，资金需求增加，融
资合作和金融领域的支撑也要跟上。

文宗瑜说，要继续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动发展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发展
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联动发展，对全
球经济增长形成协同效应。

看点四：中国自身将有何新收获？

戴永红表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既是
“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也是受益者。这不仅体现在“一
带一路”对中国自身开放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中
国与各国合作共赢、共享发展所带来的大国形象和地
位的提升。

本次高峰论坛期间，中方有望再与近 20 个国家和
20 多个国际组织商签合作文件，中方有关部门预计将与
沿线国家对口部门共同制定近 20 项行动计划，涉及基础
设施、能源资源、产能合作、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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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记者白洁、倪元
锦)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

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欢迎洛伊特哈德
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张

高丽副总理出席。
习近平指出，自 2016 年中瑞确立创新战

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加速发展。今年年
初我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们共同启
动了中瑞旅游年，见证签署了涉及创新、自由
贸易、文化等诸多领域的 10 项合作文件。双
方要共同努力，将这些政治共识和合作协议
落到实处，变成两国合作的真正成果。双方要
保持高层交往，并以创新为引领全面推动各
领域交流合作；要尽快启动自由贸易协定升
级谈判，加强“中国制造 2025”同瑞士“工业
4 . 0”战略对接以及金融等领域合作；共同办
好中瑞旅游年系列活动，加强航空、文化、冬
季运动等方面合作。

习近平强调，瑞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一带一路”建设为中
瑞合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希望双方通
过这次论坛活动突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重
点领域务实合作。

洛伊特哈德表示，习近平主席今年 1 月
对瑞士的访问非常成功。我同习主席达成的
诸多共识特别是共同启动的瑞中旅游年将有
力促进两国文化、经济交流。双方要落实好有
关共识，推进创新、能源、金融、旅游等各领域
合作。瑞士赞赏“一带一路”倡议，相信“一带
一路”建设将带动沿线国家更多投资，增进民
众福祉。瑞士愿意积极参与并为“一带一路”
建设合作作出贡献。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瑞士联邦主席

▲ 5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的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 新华社记者饶爱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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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新媒接入

习近平对

“一带一路”的

6 个妙喻

纵贯古今、统筹陆海、兼济天

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蕴含着包

容互鉴的东方智慧，见证了知行

合一的中国担当。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用

巧妙的比喻 ，描绘他心中的“一

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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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举行会谈。会谈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巴切莱特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王晔摄

蓝天白云下的国家大剧院与人民大会堂
（5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位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前的“丝路金桥”景
观作品（5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侯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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