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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人士称赞中国共产党把握中国发展特点，坚持中国特色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全新选择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
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过去五年，在中国共产党领航下，中国巨轮驶过激流险
滩，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海外人士纷纷表示，中国共产党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印证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并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
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立足基本国情 开创特色之路

沿着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用
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些辉煌的
发展成就不仅让中国民众受益，也让海外人士赞叹不已。

希腊外长科恰斯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共产党
率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为建设繁荣、现代、开放的中国奠定了
基础。过去五年来，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引人
注目的成绩，中共将继续沿着自己开创的特色之路前行。

委内瑞拉发展和新兴经济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娜·
塔拉松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
推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在发展和创新
的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并进一步解放思想，取得了令世界瞩
目的成果。

泰国国家发展行政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李仁良说，在中共
领导下，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奇迹般的工业化
和经济发展速度印证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

厄瓜多尔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第二副主席里卡多·
帕蒂尼奥说，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表述高度

认同。
帕蒂尼奥认为，在中共指导下，中国人民不畏艰难，勇于

探索，在消除贫困等关键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为中国取得更多
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确实进入了新时代。”

贡献中国智慧 发展惠及世界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资深国际编辑尼娜·罗曼诺娃认为，
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和新实践对全世界来说

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英国 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认为，实现世界和

平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共同繁荣，“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
的就是共同繁荣”。

厄瓜多尔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政治局委员比尔希略·
埃尔南德斯说，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数十
年发展，如今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道路给拉
美国家带来思考和启示。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政治研究和预测中心主任维诺
格拉多夫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拓展了发展
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的成功和历史经验，使其有理
由为世界提供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中国方案。中国对许多国家
来说是鼓舞人心的榜样。”

安德烈娜·塔拉松认为，中国正以越来越自信的姿态参与
到国际事务中，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成为推动全球化、维护世界
和平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重要力量。

她说，中国走的路，是全新的现代化之路，是与世界合作共
赢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还提出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
机制和倡议以及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为世界
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展现了中国独特的外交魅力和作为
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

(参与记者：范伟国、胡晓光、杨舟、徐烨、王瑛、刘咏秋、陈占
杰、魏忠杰、李佳、郝云甫、桂涛、高兰)

中国道路为人类和平繁荣提供全新蓝图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记者白洁、朱超)“中国过去五
年的成就举世瞩目，一个经济繁荣、和平发展的中国是世界之
幸。”尼泊尔英文报纸《新兴尼泊尔报》副主编蒂瓦里说。

20 日上午，前来采访中共十九大的 50 余位外国记者来
到北京展览馆，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展览自 9月下旬开幕以来，参观人员总数已达 70万人次。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神威

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一件件模型展品吸引着外国记者
的目光，他们不时拿出相机、手机拍摄。

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展板前，乌干达《新愿
景报》记者卡托和几位非洲记者愉快地留下合影。

卡托说，过去五年来，中国在经济、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
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国际地位显著上升。“很难想象这

些成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他说，与西方国家不同，
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别的国家一起发展。中国
帮助乌干达建设了两座大型水电站。由中国公司承建，连接肯
尼亚、乌干达、卢旺达等国的东非铁路网也正在建设中，“相信
未来会有更多的人从中非合作中受益。”

两天前，这些外国记者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习近平所作
的十九大报告。

蒂瓦里说，报告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习近平强调“坚持和
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
愿景非常振奋人心。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的梦，也是与周边国
家乃至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梦。中国繁荣发展，我们同样
能从中获益。”蒂瓦里说。蒂瓦里十分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
议。他说，尼泊尔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希望能有更多

的中国投资进入尼泊尔，提高当地互联互通和贸易水平。
卡托认为，十九大报告提出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未来发展有着非常清
晰、准确的认识。“我十分看好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脱贫攻坚经验也是世界媒体的关注焦点。过去 5
年，中国有 6000 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
了一个奇迹。埃塞俄比亚通讯社副总编叶勒说，中国的扶贫经
验对很多国家来说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埃塞俄比亚正是借鉴了
中国经验，在过去 20 年中，将贫困人口从 4000 多万降到 2000
多万。中国是一个绝好的榜样。”

同样给叶勒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中国人的勤奋和努力。“在
我看来，‘中国奇迹’的背后有着两大关键因素——— 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勤劳的中国人民。”叶勒说。

美国《国际日报》网站 10 月 17 日报道刊登题为“广东文化
产业持续发力彰显文化自信软实力”(记者米歇尔)的文章。文章
称，主要经济指标连续 28 年位居中国各省份首位的广东，近年
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成为助推经济强省的又一引擎。
经中国国家统计局核定，2016 年，广东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为 4256 . 63 亿元，同比增长 16 . 67%，增速为 5 年来最高，占全
省 GDP 比重上升到 5 . 26%。文化产业已成为这个省名副其实
的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全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让我们收
获了文化自信，越来越感受到软实力的强大实力。”“习主席关于
文化自信的论述，为我们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共
广东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文化产业一般分为核心层与外围层，过去的广东在外围层
的文化用品、文化专用设备制造等方面能力较强。近三年来，广
东在核心层的文化创意等高附加值文化产业新业态领域强劲发

力，文化产业结构布局不断优化，大大提升了广东文化产业的
核心竞争力。

2016 年，广东加快发展“文化+”、“互联网+”，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创造新的有效供给。比如组建中国首家全媒体集
团——— 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发展“媒体、数据、交易”三大核
心业务，并由媒体发起建设“中国自贸区信息港”等多个重大
文化创新项目，形成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文化产
业领域大为拓展的新格局。

包揽 APP 安装量排行榜前三名的微信、QQ、酷狗音乐开
发方均为广东企业……互联网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广东文化产
业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领域。自 2016 年起，广东经营性互联
网文化单位主体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主体数量跃居中国第一。

应该说，广东“文化+科技”、“文化+互联网”等发展势头喜
人。广州、深圳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建设加速，培

育了一批文化科技骨干企业，发展了一批全国领先的文化新
兴业态。

数据显示，2016 年，广东数字出版总产值 1800 亿元，位
居中国第一。动漫业总产值 400 亿元，占中国三分之一。网络
音乐总产值约占中国二分之一，是领跑全国的“火车头”。游戏
业总收入 1345 亿元，占中国总量的 73 . 4%，占亚太地区的
37 . 5%。游艺游戏设备生产和演艺设备制造产值占中国五分
之四。数据显示，2016 年，广东文化产品进出口额达 437 . 9 亿
美元，其中出口 418 . 1 亿美元，居全国首位，实现贸易顺差达
398 . 3 亿美元。

2017 年新年伊始，新组建的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与中国
建设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组建百亿元级的“广东全媒
体文化产业基金”。这是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推动
下，一年多时间里广东宣传文化系统发起成立的第三个百亿
元级的文化产业基金。

与此同时，“文化+金融”的“放大效应”日益显现。广东多
个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得以加速组建。广东各地市也“量身定
做”相关贷款担保产品，鼓励文化领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未来广东将努力形成
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推动文化产
业继续做大做强，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彰显文化自信的力量。

（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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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是世界之幸”
外国记者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美媒：从广东“文化+”看中国文化自信

●●通通过过带带领领中中国国走走向向前前所所未未有有的的繁繁荣荣富富强强，，中中共共证证明明了了自自己己的的理理论论和和实实践践的的优优越越性性

●●中中国国提提出出一一系系列列理理念念和和倡倡议议，，为为解解决决人人类类问问题题贡贡献献了了中中国国智智慧慧和和中中国国方方案案，，提提供供

了了人人类类实实现现和和平平繁繁荣荣的的全全新新蓝蓝图图

●●中中国国找找到到自自己己的的发发展展道道路路，，同同时时也也是是在在为为全全球球性性的的可可持持续续发发展展找找到到一一条条道道路路

●●中中华华民民族族日日益益走走上上富富强强之之路路，，也也带带给给世世界界更更多多的的和和平平繁繁荣荣。。随随着着中中国国的的日日益益强强

大大，，中中国国道道路路也也必必将将为为人人类类带带来来更更多多智智慧慧启启示示，，为为世世界界带带来来更更多多切切实实福福祉祉

●●中中国国的的成成功功经经验验，，给给世世界界上上那那些些既既希希望望加加快快发发展展又又希希望望保保持持自自身身独独立立性性的的国国家家和和

民民族族提提供供了了全全新新选选择择，，为为解解决决人人类类问问题题贡贡献献了了中中国国智智慧慧和和中中国国方方案案

●●坚坚持持中中国国特特色色社社会会主主义义使使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率率领领中中国国人人民民摆摆脱脱贫贫困困，，为为建建设设繁繁荣荣、、现现

代代、、开开放放的的中中国国奠奠定定了了基基础础

●●中中国国建建设设中中国国特特色色社社会会主主义义的的新新理理论论和和新新实实践践对对全全世世界界来来说说都都越越来来越越有有吸吸引引力力

●●实实现现世世界界和和平平的的唯唯一一途途径径就就是是实实现现共共同同繁繁荣荣，，““我我认认为为中中国国特特色色社社会会主主义义指指的的

就就是是共共同同繁繁荣荣””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记者郑汉根)正在北京举行的
中共十九大吸引世界目光，探究中国道路成功的奥秘及十九
大对世界的影响成为国际社会热门话题。德国《经理人杂志》
网站近日刊登评论文章：为什么世界这周都在看中国？

放眼当今世界，有的国家在经历动荡，有的丧失发展后
劲，而中国一路稳健前行，取得巨大成功。国际社会普遍注意
到，中国道路的成功，蕴含着许多重要启示。

中国道路，通过自身探索取得成功

道路决定命运。当今世界，因为不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而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乃至国家分裂的例子不在少数。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立足自身历史和国情，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探索
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近代以
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通过带领中国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富强，中共证明了自
己的理论和实践的优越性。”俄罗斯《独立报》评论说。

中国道路成功的一大重要启示就是，一些西方学者鼓吹
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根本不存在，各国都应立足自身，寻找适
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它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

要性，而且在于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一种“替代经验”。
中国道路的成功，也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中国

也始终尊重和鼓励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各自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埃塞俄比亚记者叶勒正在北京采访中共十九大。在他看来，
中国是埃塞俄比亚减贫与发展的最好榜样。“埃塞俄比亚一直在
向中国‘取经’，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贫困人口也削减了一半。”

中国在过去不到 40 年时间取得的巨大进步，让很多发展
中国家日渐将目光转向中国，希望能汲取为己所用的有益经
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
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借鉴。

海外研究者看到，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和政府，是中国道路取
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同时，与一些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命脉被金
融寡头或利益集团把持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明白人民真正的
需求是什么。”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说。

中国经验切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痛点”：中国实现
了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既有中长期规划，又有实施规划的具体
举措；成功地使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实现平衡、良性互动……

塞尔维亚总统、执政党进步党主席武契奇说，塞尔维亚在
很多方面想效仿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中国制度体
系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历史阶段的政治建
设提供了重要参照，同时也为困于内在缺陷和面临重重问题的
西方社会提供了启示。

中国道路，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方案

与数百年来传统大国通过建立殖民体系、对外武力扩张
实现强大截然不同，中国的发展壮大完全是通过和平方式实
现，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开创了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提出一系列理
念和倡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供
了人类实现和平繁荣的全新蓝图。

“中国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是在为全球性的可持续
发展找到一条道路。”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兰说。

面对当前世界逆全球化趋势抬头、南北差距大等诸多问
题，中国理念和倡议尤显珍贵。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评价说，当今中国在世界发出的声音，
是多边主义之声、进步和规划之声。

中国道路成功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文明的力量。
自信自强、上下求索的奋斗精神，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的

理念情怀，让中华民族日益走上富强之路，也带给世界更多的
和平繁荣。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道路也必将为人类带来
更多智慧启示，为世界带来更多切实福祉。

据新华社阿斯塔纳 10 月 20 日电(记者周良)哈萨克斯
坦祖国之光党第一副主席库尔-穆罕默德日前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说，近些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惊人
成就，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毫无疑问，这些卓越发展成
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回顾中国近五年来的发展，库尔-穆罕默德提到令他
印象深刻的诸多事例。去年，中国成功主办 G20 杭州峰会，
而 G20 是协调全球经济问题、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等的重
要机制。中国还率先批准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同时
也是世界上倡导使用再生能源的重要国家之一。

库尔-穆罕默德说，近五年来，习近平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出诸多规划构想，其中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等。
他认为，中国将继续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并在互利合作
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实现共同繁荣。

库尔-穆罕默德表示，中共十九大将总结中共过去五年
的工作，确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历史意义。他相
信，中共十九大将为中国发展提供新动力，并将为中国与
其他国家在各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创造更好条件。他还表
示，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所说，哈萨克斯坦
将一如既往视中国为友善的邻居、好朋友和可靠的伙伴，
愿意同中国共同发展。哈萨克斯坦人民视中国的发展与
繁荣为自身的发展与繁荣，并祝愿中国早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全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让我们收获了文化自信，越来越感受到软实力的强大实力”

●近三年来，广东在文化创意等高附加值文化产业新业态领域强劲发力，文化产业结

构布局不断优化，大大提升了广东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去年，广东加快发展“文化+”、“互联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有效供给
●未来，广东还将努力推动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彰显文化自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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