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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0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塔吉克
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
决定，建立中塔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深
化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和地区形
势深刻复杂变化。 中塔两国都肩负着
加快自身发展、 实现民族振兴的历史
使命，需要加强合作，坚定维护共同利
益，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中方将一如既
往奉行对塔吉克斯坦睦邻友好合作政
策。 中塔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对
两国稳定、发展、合作意义重大。 双方
要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
重大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 在经济发

展方面有效推进合作， 在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上密切协调和配合， 永做好
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两国元首决定， 以建立中塔战略
伙伴关系为契机， 全方位推进务实合
作。

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加快实施跨境
公路和铁路项目， 加强边境口岸建设，
扩大民航运输合作，促进互联互通。

资源能源领域，共同开展矿产、油
气资源勘探和开发， 探讨电力基础设
施、风能、太阳能等方面合作。

农业领域， 积极落实农业技术合
作项目， 尽快在塔方设立中塔农业技
术示范中心和农业产业园区， 提升塔

方粮食生产能力。
金融领域， 为双方贸易和项目合

作及中国企业赴塔投资提供有力金融
支持， 鼓励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结
算。

安全领域， 加强执法和司法部门
沟通和合作，加大打击“三股势力”和
毒品犯罪，携手应对新威胁、新挑战。

人文领域， 中方鼓励更多塔方学
生来华学习， 塔方欢迎在塔吉克斯坦
增设孔子学院。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
交流活动，包括互办文化日、文化节。

两国元首一致认为， 面对复杂多
变的国际地区形势， 上海合作组织作
为本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 促进共

同发展的重要平台， 重要性进一步凸
显。 双方将与其他成员国共同努力，确
保今年本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取得成
功。 塔方将在峰会后轮值本组织主席
国，中方将全力支持塔方。

双方还就中亚和阿富汗局势交换
了意见， 表示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亚
国家内政、破坏中亚稳定，支持加快阿
富汗和平重建进程， 同意在双边及上
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沟通和协作，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宁。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
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并
见证了双方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据新华社新德里5月20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日在新德里
与印度总理辛格举行深入务实的
会谈， 达成广泛共识， 一致决定
进一步加强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推动两国
合作取得新成果。

李克强表示， 印度是我就任
总理后的首访首站， 充分体现了
中国新一届政府对发展中印关系
的高度重视和真诚愿望。 中方愿
与印方共同努力， 抓住机遇， 深
化合作， 使中印关系的发展切实
造福两国人民。

一是加强战略沟通， 增进政
治互信。 充分发挥两国领导人定
期互访和会晤对双边关系的引领
作用， 用好政府、 政党、 议会间
的磋商交流机制， 深化战略对话，
保持各层次交往。

二是推进务实合作， 深化利
益交融。 促进贸易自由化、 便利
化和动态平衡， 扩大双向投资，
启动两国区域贸易安排谈判， 开
展在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等领域
的大项目合作， 共同倡议建设孟
中印缅经济走廊， 推动中印两个
大市场更紧密连接。

三是加强防务合作， 增进安
全互信。 通过防务与安全磋商、
联合训练演习等， 加强两国军事
交流。 就海洋事务保持战略沟通，
共同维护和平与安全。

四是扩大人文交流， 增进相
互了解。 将2014年确定为“中印
友好交流年”， 共同纪念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

五是照顾彼此关切， 妥处敏
感问题。 就边界问题加强沟通协
商， 提高现有机制效率， 在找到
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之前，
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利
用好现有机制， 加强在跨境河流
问题上的合作。

李克强重申了中国政府在涉
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辛格表示，
印度政府认为西藏自治区是中国
领土的一部分， 不允许任何势力
在印度领土从事反华活动。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
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一致同
意加强在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
等机制中的协调配合， 以及在气
候变化、 国际反恐、 粮食和能源
安全等问题上的合作， 提高发展
中国家的发言权， 维护共同利益。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 李克强与辛格举行会谈时强调

推动中印战略与
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果

据新华社东京5月20日电 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20日在东京表
示， 安倍内阁决心解决日朝两国
间悬而未决的“绑架问题”， 而且
日本必须主导解决这个问题。

安倍当天在参议院预算委员
会答辩时说，如果日本不主导解决
“绑架问题”，其他国家也不会帮助
日本，因此日本必须表明致力于解
决这个问题的坚强决心。 安倍说，
解决“绑架问题”就是实现所有“绑
架”受害者回到日本。

安倍15日表示， 如果有助于
解决“绑架问题”， 那么他将考虑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内阁
官房顾问饭岛勋14日在访朝期间
对朝方表示， 如果不实现“绑架”
受害者回国、 查明事件真相和引
渡“绑架” 犯人， 日本政府就不
会致力于改善日朝关系。

所谓“绑架问题”， 是指上世
纪70年代末朝鲜特工人员绑架日
本人到朝鲜的遗留问题。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洪磊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在当前形势下， 中方希望有关各方能
始终以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大局为重，
多做有助于缓解紧张、 改善关系的
事，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有记者问， 据报道， 18日以来，
朝鲜向日本海发射5枚短程导弹。 韩
国称将加强监控， 保持警戒。 美国国
务院呼吁朝方保持克制。 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洪磊说， 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符合各方共
同利益， 也是各方共同责任。

新华社平壤5月20日电 据朝中社
报道，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书记
局20日发表新闻公报说， 朝鲜近日的
导弹发射属于朝鲜军队正常军事训
练。

新闻公报说， 针对美韩日益加剧
的“侵朝核战争活动”， 目前朝鲜军
队正在进行“高强度的正常军事训

练”， 以加强“强有力的核遏制力”，
这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

公报说， 美韩将朝鲜的正常军事
训练说成是造成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
原因， 这是“贼喊捉贼”， 其目的是
回避国际社会对其增强侵略武力和
“侵朝核战争活动” 的谴责， 以进一
步加大对朝鲜的军事威胁。

另据韩联社20日援引军方相关负
责人的话报道， 朝鲜当天又发射了两
枚疑为KN-02系列的短程导弹。 该负
责人表示， 为应对朝鲜可能的再次发
射， 韩国军方正密切注视着朝鲜方面
的动向， 目前正针对朝鲜的发射体和
发射意图做进一步的分析。

据悉， 朝鲜20日的发射是通过江
原道元山附近一带的移动式发射车辆
进行的， 导弹射程大约为120公里。

这是朝鲜连续第三天发射短程导
弹。 据韩国媒体报道， 朝鲜之前于18
日和19日分别发射短程导弹， 其中18
日发射3枚， 19日发射了一枚。

朝称导弹发射属于正常军事训练

我望有关各方多做有助于
缓解半岛紧张局势的事

表示日本必须主导解决“绑架问题”
安倍称考虑与金正恩会晤

建立中塔战略伙伴关系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 中方就中国渔船被抓扣一事与朝
鲜方面保持密切沟通， 已通过相关渠
道向朝方提出交涉， 要求朝方尽快妥
善处理， 维护中方人员的生命财产安
全与合法权益。

外交部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
此前发布消息：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证

实， 大连市个体渔船“辽普渔25222
号” 被朝方抓扣。 5月10日， 船主于
学君向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电话求助。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接电后立即向朝鲜
外务省领事局提出交涉， 要求朝方尽
快放船、 放人和切实保障我被扣船员
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交涉情况
已经告知船主， 正在敦促朝方尽快妥
善处理。

中方提出交涉

5月20日，
阿 富 汗 北 部
巴 格 兰 省 首
府 普 勒 胡 姆
里 发 生 一 起
自 杀 式 爆 炸
袭击事件， 造
成 包 括 省 议
会 议 长 拉 苏
尔·穆赫辛尼
在内的11人死
亡。 新华社发

就朝方抓扣中国渔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