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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白洁)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6 日在北京同来华出席“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本扬举行会谈，一致表示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
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共创中老关系美好未来。

习近平欢迎本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并访华，感谢老方特别是总书记同志对中方办会的大力
支持。习近平指出，去年我同总书记同志两度会面，就双
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沟通，达成重要共识。我高
兴地看到，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上述重要共识正在得到落
实，有力推动了中老关系向前发展。中方赞赏老方积极支
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
同老挝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习近平强调，中老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
体。双方要牢牢把握中老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老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两党两国高层
特别是最高领导人要保持密切交往，及时就双边关系重大
问题交换意见，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和顶层设计。
我愿同本扬总书记保持年度会晤传统，欢迎总书记同志经
常来华。要深化两党合作，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共
同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要推动全面合作，以双方签署“一
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为契机，紧密对接发展战略，在
重点合作项目中密切配合，造福人民。要加强国际协调配
合，共同维护中国-东盟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本扬祝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丰硕成
果，表示相信这将有力促进亚洲互联互通和经济增长，为
老挝发展带来更多机遇。老方高度评价老中关系发展取
得的成就，对“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双边大项目合作进
展感到满意。希望保持两党领导人密切交往，加强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和干部交流培训，深化经济、贸易、投资、基建
以及地方等合作，给两国乃至本地区人民造福。

会谈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一带一路”建设、
经济技术、教育、电力等领域合作文件的换文仪式。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谈。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历史与未来在此刻交汇，中国与世界迎来新的出发。
15 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落下帷幕，
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举行的一次高
规格全球性盛会，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集众智、聚合力，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各界嘉宾围绕
“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的主题，
就对接发展战略、推动互联互通、促进人文交流等议题深
入交换意见，达成 270 多项具体成果。截至目前，同中国
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总数达到
68 个。这次历史性盛会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凝聚共
识、指明方向、规划路径、明确方案，向世界传递出共同致
力于“一带一路”建设、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
信号。正如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所宣示的：“构建繁荣、
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立正位、行大道。带着对世界形势和人类命运的观察
思考，习近平主席在论坛期间发表主旨演讲、全程主持圆
桌峰会，同数十位外国政要密集会晤，就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习主席观历史大势，
深刻阐释丝路精神丰富内涵；谋合作之道，倡导将“一带
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笃务实之
行，向世界宣布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系列政策
措施。和合共生的东方智慧，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兼济
天下的大国担当，不仅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强大思想

动力，也为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引领前进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将惠及整个世界”“‘一带一路’建设将
成为 21 世纪最伟大的故事之一”……国际社会的普遍
赞誉，蕴含着各方对“一带一路”建设前景的深厚信心，
表达了加强合作、共谋发展的殷切期待。

万里敦煌道，三春雪未晴。“一带一路”建设根植
于历史，着眼现在、面向未来。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各国只有对接彼此政策、形成行
动合力，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发
展。4 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一带一路”建设顺应时代
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对于破解发
展难题、助力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新起点
上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开启合作新征程，共绘“一带
一路”建设新画卷，是各国共同的使命与责任。

凝聚合作共识，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汇集合
力。“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各方越来越
深切地认识到：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要形
成政策协调、规划对接的合力，继续以互联互通为重
点打破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把民心相通作为重要
组成部分，共同打造开放包容的发展平台。这些共
识，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
核心的丝路精神一脉相承，与共商、共建、共享的理
念息息相通，进一步夯实了国际合作的思想基础。大
雁之所以能够穿越风雨，关键在于其结伴成行、相互
借力。“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 、不同发展阶
段、不同文明，只要各方相向而行、团结协作，就能打
造好这一全球公共产品，让这一世纪工程造福世界、
惠及各国人民。

明确合作方向，才能让“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习主席提出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
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指引“一带一路”建设前进
方向，为国际合作提供了行动纲领。和平是前提，繁荣是
目标，开放是导向，创新是动力，文明是内涵，“一带一
路”建设致力于追求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
全球化，开创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模式，开拓交流互
鉴的文明新视野，为人类和平发展筑牢根基。坚持在开
放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让各国政策沟通更有力、设施
联通更高效、贸易更畅通、资金更融通、民心更相通，必
将催生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

推动合作落实，才能让“一带一路”建设结出硕果。

路是走出来的，事业是干出来的。把美好蓝图变成现
实，需要扎扎实实的行动。从推进基础设施联通，到加
强实体经济合作，再到深化人文交流……以重大项目
和重点工程为引领，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
抓出成果，就能让各国经济增长更加强劲，让合作基础
更加坚实，带给各国人民更多获得感。论坛期间，中国
承诺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从 2018
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提供 600 亿元人民币
援建更多民生项目……一系列务实举措受到普遍欢
迎，为共享发展机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信心与
力量。

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文明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
展。从张骞的“凿空之旅”，到郑和七下西洋，丝路精神
薪火相传，烛照人类文明发展漫漫征途。千年之约，再
启新程。追寻先辈们坚韧不拔的进取脚步，不忘初心、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必将抵达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远方，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
进。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开启合作新征程 共绘发展新画卷
热烈祝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成功

▲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老
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
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
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立足中国、借
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充分
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创
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思想理论支撑。

《意见》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需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需要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
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意见》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
域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必修课，组织广大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推进经
典著作编译、导读工作，加强教育教学。加强对党的十八
大以来理论创新成果的学习研究，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

学习，梳理总结好新探索新实践，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
野、作出新概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术评价等各环节。

《意见》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
科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基础地位，加强哲
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建设，实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
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下转 8 版）

中共中央印发《意见》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中共中央党校 16 日举行 2017 年春季学期第
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出席
并讲话，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形成与所处领导岗位相称的政治眼力、理论功力和工作能力。

刘云山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
成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方法论意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顺利推进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根本的是加强思想理论引领，把系列重要
讲话的学习贯彻引向深入。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用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取得新成效。

刘云山指出，深化系列重要讲话的学习，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
然，重要的是领会好贯穿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强烈历史
担当、求真务实作风、勇于创新精神和科学方法论。要通过深入学习，更好
地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忠诚马克思主义信仰，忠诚共产主义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要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工作导向，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以人民期盼为
念，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下转 5 版）

中共中央党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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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分别会

见吉尔吉斯斯坦总

统、白俄罗斯总统和

塞尔维亚当选总统

■一带一路·新媒接入

习近平的丝路情缘

习近平主席都到

访过哪些丝路文明之地？

就丝路文明互鉴 ，他讲了

什么？请扫描二维码，感受

习主席的丝路情缘。

新华社记者秦杰、霍小光、李忠发、刘华

孟夏草长，花开五月；万物共生，于
斯为盛。

世界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中国。这一
次非比寻常。

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并主持领导人圆桌峰会，带
着对世界形势和人类命运的观察思考，
同与会各方共商“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大
计，共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

引领世界发展，中国倡议

激荡全球回响

“2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
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
陆上丝绸之路；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
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
丝绸之路。”

5 月 14 日上午，国家会议中心。“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习近平
主席发表主旨演讲，胸怀人类，放眼天
下，说古论今，气象恢弘。

能容纳 1600 多人的会议大厅座无
虚席。40 余分钟的演讲，全场报以 27 次
热烈掌声。

习近平主席的深邃思考、宏大倡议、
务实推动，指引“一带一路”建设开枝散
叶、结出硕果，得到与会各界嘉宾的高度
赞扬。

媒体评论指出，如果说亚太经合组
织领导人北京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杭州峰会是中国在已有区域合作平台的
主场亮相，那么，由中国举办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则是真正意义上
的“中国品牌”。

中国之声，一呼百应。
2013 年秋天，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
理念化作行动，愿景变为现实。
4 年来，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积极响应，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
决议也载入“一带一路”倡议。

新年伊始，瑞士达沃斯。习近平主席
登上世界经济论坛的讲台，作出“共担时
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战略指引，并
宣布今年 5 月将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商合作大计，共建
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

中国之邀，应者云集。
“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和成果超出预期，各方嘉宾参会热情高涨。
至论坛开幕前不到一周，报名参加高级别会议的人数仍在不断攀升：

1500 多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 850 多位外方嘉宾，涵盖 130 多个国家、70
多个国际组织……

论坛开幕前，习近平主席同围拢过来的各国政要握手寒暄、谈笑风
生，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宾。大家纷纷对习近平主席的邀请表示感谢。

美国派出白宫官员与会。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派特使出席论坛，并专门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

对她的盛情邀请，表示愿为论坛作出积极贡献。
德国总理默克尔委派经济能源部长出席高峰论坛，转达对习近平主

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祝愿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法国总统马克龙刚刚当选便决定派出代表、前总理拉法兰出席论坛。

他同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表示，愿深化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务
实合作。

观察人士感叹，与会的 70 多个国际组织中，约有 60 个是“一把手”出
席，这么盛大的规模也只有在联合国举行的大型会议中才可能出现。

中国倡议为何具有如此吸引力？
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一些与会嘉宾从不同角

度给出答案：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面临复杂局面，我们需要新的合作机制，消

除壁垒，敞开合作大门。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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