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塔什干6月23日电 2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巴基斯坦
总统侯赛因。

习近平强调， 当前中巴关系强劲发
展，高层接触频繁，务实合作深入推进，两
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良好。今
年是中巴建交65周年， 双方要以此为契
机，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将中巴友好更多
转化为务实合作的动力。 深化务实合作，
重点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要加快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项目进度，稳步扎实
推进走廊配套民生项目。深化经贸、安全、
人文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中巴全天候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内涵。

习近平指出，在本届上海合作组织峰
会上，巴基斯坦将正式签署《加入上海合
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 这是巴基斯坦成
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进程中关键一
步，中方期待同巴方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
内开展深入合作。

侯赛因表示，巴方坚决支持中方在台
湾、涉藏、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巴方期

待着在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基础设施、反恐安全等领域和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事务中继续密切同
中方合作。

据新华社塔什干6月23日电 2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土库曼斯
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

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土库曼斯坦积
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欢迎土方
为改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促进物流
运输效率提升采取的措施，愿推动中方企
业积极参与相关合作。中方愿同土方研究
启动两国产能合作， 继续探讨农业合作。
双方要密切人文合作。我对土方将在中小
学开设汉语课程感到高兴。双方要加强执
法安全合作，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共同
维护本地区安全稳定。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土方愿密切
两国政府、议会和民间交流，深化经贸、能
源、交通、物流、通信、高技术、人文领域和
国际事务中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 土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支

持土永久中立政策。
据新华社塔什干6月23日电 2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蒙古国总
统额勒贝格道尔吉。

习近平指出， 两国要加强各层级交
往，夯实互信基础，在涉及各自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 要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同“草
原之路”倡议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
积极推动两国大项目合作取得实质性
进展。 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在上海合作组
织等地区多边机制内合作， 愿同蒙方、
俄方共同推进中蒙俄合作，支持蒙方下
个月举办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

额勒贝格道尔吉表示，蒙方愿加强同
中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拓展两国边境口岸
建设、过境运输等合作。

据新华社塔什干6月23日电 2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塔吉克斯
坦总统拉赫蒙。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塔方推动两国
发展战略深入对接，做好顶层设计和重点

项目遴选，稳妥有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框架内合作；加强反恐、禁毒、网络安全、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安全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繁荣，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拉赫蒙表示，塔方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大业， 完全理解和坚决支持中方在南海问
题上原则立场，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

据新华社塔什干6月23日电 2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会见印度总理
莫迪。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印方共同把握
好中印关系发展大方向。中印共同利益远
远大于存在的具体分歧。双方要深化务实
合作。

习近平祝贺印度将在本次上海合作
组织峰会期间签署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
务的备忘录，表示期待同印方在上海合作
组织框架内加强合作。

莫迪表示，印方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
务实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
通协调，妥善处理两国间有关问题。 感谢
中方支持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李特南

2016年6月24日 星期五09 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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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丝路合作
共创新的辉煌

东方智慧生发盎然朝气，古老丝路重焕勃勃生机。 3年来，
“一带一路” 倡议犹如一颗梦想的种子， 在广袤大地上生根发
芽，又如一支希望的火炬，照亮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发展的征程。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初步完成规划和布局，正在向落
地生根、深耕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日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发表重要演讲， 概举3
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多个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提出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向更高水平、更广空间迈进，既有历史情怀，
也有大国担当， 更着眼于沿线国家追求繁荣发展的共同未
来，为促进区域和全球经贸合作注入中国智慧和中国能量。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能源革命蓄势
待发，资本、信息、技术和人员流动不断提速，相互开放、相
互依存是世界大势。 另一方面， 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依然脆
弱， 不少国家面临转换新旧增长引擎、 提升增长质量和效
益、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大使命。

“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大开放、大合作、大融合，契合时
代主题，符合发展方向，聚合多方关切，得到沿线国家广泛
认同。迄今已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取得令人
瞩目的成就。如今，人们开始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向更
高水平、更广空间迈进，期待合作共赢之花结出更多硕果。

千百年来，古丝绸之路记载了沿线国家和睦相处、友好
交往的悠久历史。如今的“一带一路”，根植于丰厚的历史文
化传统，又吸纳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发展动力。习主席在演讲
中提出构建“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共创“一带一路”新
型合作模式、打造“一带一路”多元合作平台和推进“一带一
路”重点领域项目，以及携手打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
“丝绸之路”，为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再上新台阶指明
了方向，注入了新的动力。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互联互通、紧密对接的通渠。 中欧
班列投入常态运营，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进展顺利，中
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启动投资……这些丝路项目的共同特
点，就是“通”。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其根本目的是打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资本、
物流和人文交流的血脉，为“一带一路”大合作引入源头活水。
此外，“一带一路” 建设还将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容克投资
计划”、东盟区域国家发展战略等深度对接，实现生产要素有
来有往、产能优势互补互通、发展经验互学互鉴的新格局。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务实稳健、开拓创新的耕耘。 “一
带一路”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推进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建设，开办更多产业集聚区和经贸合作区，抓好重点领域合
作等，都需要各方从实际出发，从点滴做起。 可以想象，“一
带一路”越向纵深发展，对各方利益协调、政策协同、市场协
作的要求就越高。我们要凝聚改革创新的勇气和决心，以战
略眼光谋划未来。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 面对历史
的启示、时代的召唤、共同的梦想，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指引下，携手共建“一
带一路”必将创造新的辉煌。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新华时评

� � � � 据新华社塔什干6月23日电 2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同俄罗斯总
统普京、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举
行中俄蒙元首第三次会晤。 习近平主持
会晤。

习近平指出，中俄蒙三方依托互为邻
国的优势开展紧密合作，积极落实《中俄
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在经贸、人
文、过境运输、旅游、体育等领域取得积极
进展和成果。中方对三方合作势头感到满
意。我们要继续围绕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俄方发展战略特别是跨欧亚大通道
建设、蒙方“草原之路”倡议对接这条主
线，积极推进三方全面合作。

习近平强调，三方要落实好《建设中
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推进交通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口岸建设、产能、投资、经
贸、人文、生态环保等领域合作，协力实
施重点项目， 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尽快取得阶段性成果。 三方要积极探讨
开展三国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 加强产
业对接，推进三国毗邻地区次区域合作，
带动三国毗邻地区共同发展。 三方要扩
大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合作， 共同落
实《上海合作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关
于“开放和伙伴关系政策”等合作事项，
深化过境运输、粮食安全、防灾减灾、能
源等重点领域合作。

普京表示， 俄中蒙是建立在平等、
尊重、 互利基础上的友好邻邦。 俄方致
力于按照三方达成的合作共识， 同中国
和蒙古国一道， 落实好交通运输、 基础
设施建设， 加快简化边境口岸手续， 推
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俄愿加强三国
人文交流。

额勒贝格道尔吉表示， 蒙中俄达成
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十分重要。 蒙方愿同
中俄一道，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加
强边境地区经济合作。 蒙方希望加强同
中俄在农业、 救灾减灾等领域合作。

会晤后，三国元首见证了《建设中蒙
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总署、蒙古国海关与税务总局和俄
罗斯联邦海关署关于特定商品海关监管
结果互认的协定》等合作文件的签署。

背景资料：

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
中国、 俄罗斯和蒙古国三国元首23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会晤。
这是自从2014年9月以来中俄蒙三国元
首的第三次会晤。

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是中蒙两国元
首于2014年8月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蒙
期间达成的共识。 三国互为邻国和战略

伙伴， 开展三方合作是三国元首着眼三
国共同发展、 促进区域合作作出的重大
决策。

2014年9月11日， 中俄蒙三国元首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首次会晤，
启动了三方合作进程。 会晤中， 三国元
首商定进一步发展相互睦邻友好合作关
系， 确定了三方合作的宗旨、 原则； 建
立三国副外长磋商机制， 负责落实元首
们的共识， 统筹推进三国合作。 三国元
首同意， 今后将根据需要继续举行三国
元首会晤。

2015年7月9日， 三国元首在俄罗斯
乌法再度会晤， 达成三方深化合作的共
识。 会晤中， 三国元首商定推动三方开
展全面合作， 并确定了三方合作的原则、
方向和重点领域。 三国元首商定将经济
合作作为三方合作的优先和重点领域 ，
决定将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俄方
跨欧亚大通道建设 、 蒙方 “草原之路 ”
倡议进行紧密对接， 推动构建中蒙俄经
济走廊。 三国元首还批准 《中俄蒙发展
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习近平主持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

习近平分别会见五国首脑

� � � � 6月2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举行中俄蒙元首第三次
会晤。 习近平主持会晤。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