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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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当选总统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白
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16 日在钓鱼台国宾
馆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
夫。

习近平指出，中吉建交 25 年来，双
方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
推进双边关系，形成了政治上高度互信、
经济上密切合作、安全上互为依托、文化
上交流互鉴、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的全
面合作局面。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弘扬睦
邻友好精神，加强战略协调，深化互利合
作，推动中吉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
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吉尔吉斯斯
坦维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支持吉方
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奉行的
内外政策。中吉两国是维护本地区安全
稳定的重要力量，双方要加强反恐和执

法安全合作，共同维护两国和地区安全
稳定。中吉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
展合作 3 年多来，取得显著成绩。双方要
实施好重点合作项目，使“一带一路”建
设成果更多惠及两国人民。

阿坦巴耶夫表示，衷心祝贺中方成
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伟大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加强国
际合作、增进各方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好邻居、好伙伴、
好朋友，当前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正高水
平发展。吉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
有力支持和帮助，将坚定支持中方在涉
及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的立场，
愿同中方加强经贸、安全等各领域合作，
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
见。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白

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16 日在钓鱼台国宾
馆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习近平指出，去年 9 月，中白两国建
立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开启了中白关系发展新阶段。双方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务实合作呈现全方位、多
层次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保持密切协作。

习近平强调，中方视白俄罗斯为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同白
方深挖合作潜力，实现共赢发展。双方要
加强政策沟通和发展战略对接，培育合
作新的增长点。要深化经贸和投资合作，
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推进中
白工业园建设，发挥地方合作的新引擎
作用。要密切人文交往，加强教育、文化、
旅游等领域合作，推进双方文化中心建

设。
卢卡申科表示，祝贺“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巨大成功。习近平
主席的重要演讲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
注。白中两国是真诚伙伴。建交 25 年来，
双方互信友好合作日益深化。白方愿扩
大同中方经贸、投资、产能、科技、人文、
体育、旅游等交流合作，欢迎中方企业积
极参与中白工业园等白俄罗斯重点项目
建设。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有关
“一带一路”建设、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
合作文件的签署。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上述
活动。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郝亚
琳)国家主席习近平 16 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的塞尔维亚总理、当选总统武契奇。

习近平祝贺武契奇当选塞尔维亚下
任总统。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塞政治互
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硕果累累，双边关
系呈现蓬勃发展势头。中方愿同塞方一
道，巩固全天候友谊，全面深化各领域合
作，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快发
展，在更高水平上运行，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双方要加快
两国发展战略对接，理解和照顾彼此重
大关切，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沟通
协作。要深化互利合作，为双边关系发展
持续注入“源动力”，推动重点项目合作。
中方愿同塞方共同打造多方参与的人文
交流格局。中方支持塞方牵头组建中国
-中东欧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合作中心，
期待塞方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
建设、能源、教育、人文等领域合作中发
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塞双方要抓紧落
实《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加强对两国务实
合作的规划和指导，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产
能等重点领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
荣。

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是中国的
坚定朋友和可靠伙伴，参加“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使塞尔维亚受
益良多。“一带一路”建设将塞尔维亚
同中国紧密相连，斯梅代雷沃钢厂等
两国重点合作项目已取得积极成效。
塞尔维亚感谢中方的一贯支持，坚持
一个中国政策，希望深化两国经贸、矿
业、基础设施、金融、航空、旅游等领域
合作。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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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白
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16 日在钓鱼台国宾
馆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

习近平指出，中意同为文明古国，古
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密相连，架起一
座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近年来，
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各层级人员往来密
切，各领域合作蓬勃开展。中方愿同意方
一道努力，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中意同为国际社会重
要成员，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
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地方等交流。要落
实好中意 2017 年至 2020 年合作行动计
划，扩大双向投资，推进产业园区建设，
加强电子商务、创新等领域合作。中方欢
迎意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支持
两国企业开展港口、造船、航运合作。要
开创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人文交流局
面。中方愿同意方就重大国际问题保持
沟通。希望意方继续在欧盟发挥积极作
用，维护中欧关系良好发展势头。中欧要
积极扩大务实合作，对接“一带一路”倡
议和欧洲投资计划，为中欧关系发展注
入新动能。

真蒂洛尼表示，祝贺“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成功。这次会议就
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贸易发出了非常积
极的信息。意方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框架下基础设施等合作。多年来，意中关
系发展良好。意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高

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希望同中方保持
高层交往，加强经济、技术、农业、卫生、
教育、文化、旅游、中小企业等领域合作，
致力于推进欧盟同中国关系发展。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
见。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郝亚
琳)国家主席习近平 16 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的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

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
交的太平洋岛国。2014 年两国建立相互
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中斐
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当前，中斐两国政
治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日益拓展，人
文交流更加密切。中方愿同斐方一道，加
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继续在涉及各
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
持。中方愿加强同斐济在贸易、投资、农
业技术、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鼓励更多
中国企业赴斐济投资兴业、更多中国游
客赴斐济旅游。双方要拓展教育、文化等
领域交流合作，继续鼓励和支持两国地
方往来和合作。中方愿同斐方加强在联
合国框架内协调合作，就气候变化等重
大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姆拜尼马拉马表示，祝贺中方成功
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斐
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期待着同中方
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合作。斐中建
交 42 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斐

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深化
贸易、农业、基础设施、人文领域交流合
作，密切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全球
性问题上协调配合。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
见。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郝亚
琳)国家主席习近平 16 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的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

习近平指出，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友
好政策是长期战略性选择。今年是中斯
建交 60 周年和《米胶协定》签署 65 周
年。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斯里兰卡关系，
支持斯方为维护国家团结、和平、民族和
解、促进经济发展所作努力。我们愿同斯

方一道，延续中斯友谊，推动中斯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为推动中斯关系发展，
双方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加强对中斯
关系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沟通，就共
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协调立场。要以大
项目合作为先导，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海
洋、航空等领域合作，实现设施联通。要

以建设中斯自由贸易区为抓手，促进
双边贸易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加快投
资便利化进程，实现贸易畅通和资金
融通。要以庆祝建交 60 周年为契机，
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斯方加强青
年、智库、高校、媒体、宗教界、旅游、地
方等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中斯友好的
民意基础。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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