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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10 月 25
日，越南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阮富
仲，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扬，古巴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
一书记劳尔·卡斯特
罗，朝鲜劳动党委员
长金正恩发来贺电或
贺函，热烈祝贺习近
平同志当选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

阮富仲在贺函中
说：“值此您再次当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之际，我谨
代表越南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并以我个人名
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
祝贺。我衷心祝贺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取得圆满
成功，高度评价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理论发展与创
新。我相信，在以您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
下，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一定能完成大
会提出的各项任务，
早日胜利达成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目标，进而把中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

贺函说：“我们高
度评价您个人对于越
南的美好感情、友善
态度以及为越中关系
作出的建设性重大贡
献。衷心希望同您一
道，继续推进越中传
统友谊和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好
发展，这符合两国人
民利益，有利于本地
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

本扬在贺函中
说：“在您当选新一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之际，我谨
代表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委员会并以我个
人名义，向您并通过
您向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致以
同志和兄弟般的热烈
祝贺和良好祝愿。”

贺函说：“您在中
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
再次当选为中国共产

党的最高领导人，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您的充分信
任。您拥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带领中国党
和兄弟的中国人民在建设和发展国家事业中取得了卓越成
就。”

贺函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提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领导中国各项事
业不断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
坚实基础。五年来，中国政治稳定、国防日益强大、经济社会
持续快速发展、民生不断改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地区性的合作机制正在形
成，老挝和中国的务实合作不断推进。

贺函说：“我坚信，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在中
共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兄弟的中国人民将不断取得新的更大
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合作、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并作出积
极贡献。”

贺函最后祝老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和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好邻居、好朋友、好
同志、好伙伴”精神指引下不断发展、开花结果。

劳尔·卡斯特罗在贺电中说：“我谨代表古巴共产党热烈
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借此机会，我祝您在这一
重要岗位上取得新的成就。我谨重申，我们愿进一步加强古
中两国人民、两党和两国政府之间兄弟般的关系。顺致兄弟
般的问候。”

金正恩在贺电中说：“我谨就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您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就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致以衷心祝贺。”

贺电说，当前，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领导下，踏上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

贺电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各项
工作任务，祝愿您在领导这一责任重大的工作中取得巨大成
就。”

贺电最后说：“我坚信，朝中两党两国关系将会朝着符合
两国人民利益的方向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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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一些国家和政
党领导人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主席、总统纳
扎尔巴耶夫在贺函中说，在您的领导下，中国
共产党在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
福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祝愿友好的中国
繁荣发展。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总理梅德韦
杰夫在贺电中说，谨代表俄罗斯统一俄罗斯
党并以我个人名义，祝贺您当选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深信，中共十九大决议
的贯彻落实，将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
繁荣发展。

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森在贺
函中说，阁下的再次当选充分反映了中国共
产党全体中央委员和所有中国人民对阁下的
领导能力充满信心。

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主席、总统杜特
尔特在贺函中说，在阁下和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中国已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和国
际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我相信，中国
将继续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和可持续增长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为促进亚太地区乃至全球
安全和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贺电中说，在以
您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确立
了一系列发展目标。祝愿您和友好的中国人
民幸福安康。

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主席、总统比亚在
贺函中说，欣悉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我谨代表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全体党员，并
以我个人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祝
愿您在新的任期里取得更大执政成就。

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总统武契奇在贺
函中说，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您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

成就。阁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促进地区合作的重要力
量。

巴勒斯坦国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总统
阿巴斯在贺函中说，您的成功当选，体现了中
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您的英明领导的高度
信任。这将有助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迈
向世界最前列，也将造福全人类。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贺函
中说，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持续实施社
会、政治、经济领域深思熟虑的改革战略，致
力于国家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在短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亚美尼亚共和党主席、总统萨尔基相在
贺函中说，我坚信，在您的新任期内，中国共
产党将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推动中国政治、经
济、社会持续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主席、总统
莫拉莱斯在贺函中说，我们坚信，在您的领导
下，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将得到更好的维护
和巩固，连结我们两国的传统纽带将更加牢
固。

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在贺函中说，在您
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国家将更加繁荣富强，人民将更加富足
安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
现。

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在贺函中说，欣闻
阁下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我谨代表几
内亚比绍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阁下致以
最热烈的祝贺，并祝愿中国人民永远幸福安
康。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主席、政
府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在贺函中说，阁下再次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及十九大通过的决
议，必将极大推动世界的繁荣和稳定。

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在贺函中说，您的

连任将为中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带来新的推动力。

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在贺函中说，希望未
来与您共同加强卢森堡及欧洲与中国的合
作。我密切关注中共十九大这一重大事件，坚
信十九大重要成果将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

日本自民党总裁、首相安倍晋三在贺函
中说，我谨代表日本自由民主党，对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及阁下再
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衷心祝贺。

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
亚”党主席、总理克维里卡什维利在贺函中
说，您的当选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对您卓越领导能力的高度认可和信任。我
们将共同推动格中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

萨摩亚人权保护党领袖、政府总理图伊
拉埃帕在贺函中说，我谨对您再次当选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衷
心祝愿您领导中国继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
就。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众议长德拉
格内亚在贺函中说，祝您在履行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一重要职责中取得更大
成就。

捷克捷摩共主席、副众议长菲利普在贺
函中说，我们坚信，在您担任新一届中共中央
总书记期间，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华民
族走向繁荣，并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及人类文
明的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尼日尔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党主席、内
政国务部长巴祖姆在贺函中说，相信在阁下
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上必
将不断取得新进展。

新西兰工党主席霍沃思在贺函中说，作
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您领导中国经济社会取

得发展，成功应对挑战，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我向您表示热烈祝贺和由衷敬佩。

摩尔多瓦民主党主席普拉霍特纽克在贺
函中说，我坚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和中国
共产党将取得进一步快速发展，您所倡导的
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一系列理念将造福中
国人民。

拉脱维亚绿色农民联盟主席克拉乌泽在
贺函中说，我们坚信，在您的引领下，拉中友
好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继续造福两国人民。

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卢森堡议长巴
托洛梅奥；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政府第一副
总理达契奇；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第一副议
长哈尔希；乌克兰波罗申科联盟“团结”党秘
书长萨夫拉索夫；哈萨克斯坦“光明道路”民
主党主席佩鲁阿舍夫；哈萨克斯坦共产人民
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阿赫梅特别科夫；巴勒斯
坦法塔赫中央委员、阿拉伯关系与中国事务
部部长扎基；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中央
委员会主席马萨利耶夫；伊拉克伊斯兰党总
书记伊亚德；叙利亚统一叙利亚共产党总书
记尼穆尔；尼日尔爱国运动主席、政府外交部
长雅各布；埃及祖国未来党主席艾什拉夫；亚
美尼亚联合进步共产党主席萨法良；毛里塔
尼亚进步力量联盟主席穆卢德；吉布提争取
进步人民联盟总书记伊利亚斯；意大利民主
党全国书记、前总理伦齐；塞尔维亚社会主义
者运动党主席武林；拉脱维亚“和谐”社会民
主党主席乌沙科夫斯；乌克兰祖国党主席季
莫申科；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洛朗；保加利亚
社会党主席尼诺娃；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主
席奥尔班；欧洲保守与改革联盟主席扎赫拉
迪尔；欧洲议会左翼联盟党团主席齐默尔；联
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巴尔塞纳；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英国保守党
前领袖、前首相卡梅伦；法国前总统奥朗德；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

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致电或致函

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新华社台北 10 月 25 日电(记者陈君、张
钟凯、刘刚)“漠不关心”“被遗忘”，提及 10 月
25 日这一天，几位岛内不同年龄段的知名人
士不约而同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台当局对
台湾光复这一重要纪念日的态度。

这一天是一个永载中华民族史册的光辉
日子。72 年前的这一天，台湾光复，重入中国
版图，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
女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它不仅终
结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长达 50 年的殖民统
治，洗刷了民族耻辱，更标志着台湾同胞不屈
不挠的抗日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天都是台湾的
法定假日，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在李登辉、
陈水扁当政期间，取消法定假日“台湾光复纪念
日”，进而废弃“光复节”，篡改为“终战纪念日”，
一再刻意淡化“台湾光复”的重大历史意义。去
年民进党再次执政后，庆祝活动都被取消。

“自从当局取消了光复纪念日的假期，纪
念活动愈见平淡稀少，对于台湾老百姓来说
就是平常的一天，不再被记起。”台湾知名历
史学者王晓波说。

今年 74 岁的王晓波曾任教于台湾大学、
“中国文化大学”，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及台湾
史。“从历史来看，1945 年 10 月 25 日台湾光
复，台湾才重新回到中国的领土版图，实现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王晓波说，“我们统派人士
认为，只有两岸的统一才是台湾的真光复。”

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作家蓝
博洲指出，以前在光复纪念日，就算是例行公
事也有基本的庆祝纪念活动，在现在当局“去

中国化”的大背景下，这个节日在台湾社会更
加淡化、被遗忘。

57 岁的蓝博洲长年笔耕不辍，书写反映
台湾同胞爱国传统的纪实作品。在他看来，台
湾年轻一代没有被日本殖民的经历，历史教
育也不突出这段历史。“虽然每年统派在岛内
都会举办纪念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要扭转年
轻人错误的历史观，正本清源，让更多台湾民
众能够认识台湾这一段被日本殖民的历史。”

历史终究是不能被遗忘的。台湾中国统
一联盟联合多个社团 25 日发布的《台湾各界
庆祝台湾光复 72周年声明》指出，“台独”势
力的所作所为就是企图抹煞两岸的共同历史
记忆，阻断台湾人民的中国认同，切断两岸同
属中国与国家再统一的连结，致使两岸关系
陷于冰谷，这是今日台湾深陷种种危机的最
深层因素，所有台湾同胞必须深刻反思警惕。

当天上午，由中国统一联盟主办的台湾

各界庆祝台湾光复 72周年活动，依旧在台北
中山堂“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前
举行。台湾各界代表近百人在这里缅怀抗日
先烈，庆祝台湾光复 72周年。各界人士合唱
光复纪念歌曲，向纪念碑行三鞠躬礼，并向先
烈献花，表达追思与敬意。

72 年前的这一天，盛大的台湾省受降典
礼就是在当时的“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二
层大厅举行的。台湾同胞闻此喜讯，莫不欢声
雷动，庆祝台湾光复、回归祖国。

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在致辞时表示，
当前民进党当局回避台湾被日本殖民的屈辱
历史，扭曲否定台湾光复的历史，注定是没有
出路的错误选择。我们呼吁要尊重历史，重回
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一起努力。

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表示，台湾光
复不但是历史事实，而且是“九二共识”历史

事实的原点。我们呼吁民进党当局把握历史
机遇，尊重历史事实，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与大陆开启统一的政治对话，早
日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

中国国民党也在台北举办“抗战胜利暨
台湾光复 72周年纪念大会”。大会展示台湾
光复影片，并向抗战老兵和光复见证人亲属
颁证致敬，感谢他们为了抗日、为了台湾光复
所作的牺牲与奉献。

与会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台湾地
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以及连战、吴伯雄等人均
呼吁执政当局必须恢复过去两岸稳定发展的
情况，并重视台湾光复的历史意义。连战表
示，希望民进党当局拿出远见，重新找回恢复
两岸关系的钥匙，找回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坦
荡的道路上大步迈前。

入夜，新党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新中
华儿女学会等团体在台立法机构附近举办
“光复新歌声——— 庆祝台湾光复 72周年街头
演唱会”，与民众共同欢唱台湾光复。新党主
席郁慕明、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等出席。

女主持人苏恒说，我们就是要用歌声唱
响光复节，告诉世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光复
节。演唱会以一首摇滚版的《光复纪念歌》开
始，以全体合唱《中国人》结束。记者注意到，
上台演唱的都是年轻人，这也是主办方的用
心所在。

“现在媒体上很少报道光复节和纪念活
动，年轻人基本上不怎么关心这个节日，觉得
离得比较远。”一位姓林的年轻人对记者说，“我
觉得还是要多了解过去，有些历史不能忘。”

历史不容忘却：台湾各界纪念光复 72 周年

新华社拉姆安拉 10 月 25 日电(记者
赵悦 、杨媛媛)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日前
在位于拉姆安拉的总统府接受新华社等
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说，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标志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功。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显著，造福中国人
民。

阿巴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在
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面也得以体现，中国无论
在外交、对外经济还是在国际合作领域都取
得了显著成绩。

阿巴斯说，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国在发
展道路上不断迈出坚定、有力步伐，吸引了
世界的目光。

在谈到巴勒斯坦与中国的关系时，
阿巴斯说，巴勒斯坦和中国是好朋友，
自建立关系以来一直保持友好，并且不
断发展、历久弥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始终支持巴勒斯坦。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中国利用其突出的国际地
位和重要影响力，始终和巴勒斯坦人民

站在一起。
阿巴斯说，中国提出的推动解决巴勒斯

坦问题的“四点主张”非常有益，我们一致
同意不断推进“四点主张”，因为这符合解
决巴勒斯坦问题、化解中东矛盾的基本原
则。巴方希望与中国制订计划，让国际社会
采纳“四点主张”。

阿巴斯在提到“一带一路”建设时
说，巴勒斯坦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
家之一，这对沿线国家的复兴与发展至关
重要。

阿巴斯认为，中国赋予“一带一路”
倡议重要的历史使命，不仅对沿线国家产
生重要影响，对世界也有重要意义。我们
认为，它将对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人文
交流起到极大推进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显著、造福人民
访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2017 年 9 月 28 日，巴勒斯坦总
统阿巴斯（右）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
拉表示，巴方愿与中国一道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

新华社发（法迪·阿鲁里摄）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杨学嘉、刘红霞)取消不合
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收费标准、建立“涉企三项收费目录清
单”……记者 24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十八大以来，我国
为企业降费超过 4200 亿元。

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13 年至 2016 年，我国
为企业减负超过 2560 亿元，其中，减少企业经营服务性收费
支出 565 亿元，降低企业用能成本 2000 亿元以上，并于 2016
年将 18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由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
企业和个人。

“让企业明明白白缴费，让职能部门规规矩矩收费。”这位
负责人表示，随着改革深入并经过多年清理，政府定价范围已
基本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自然垄断环
节”。目前国家和省级层面均已建立并公布“涉企三项收费目
录清单”，实现清单之外无政府定价的收费项目。

五 年 来 我 国 为 企 业

降费超过 4 2 0 0 亿元

● 1945 年 10 月 25 日，是一个永载中华民族史册的光辉日

子。72 年前的这一天，台湾光复，重入中国版图，这是包括台湾同

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

●当前民进党当局回避台湾被日本殖民的屈辱历史，扭曲否

定台湾光复的历史，注定是没有出路的错误选择。我们呼吁要尊重

历史，重回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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