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发

� � � �习近平同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代表们合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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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4日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强调
坚持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携手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将“一
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
文明之路，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国务
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开幕式。

上午9时，习近平在热烈的掌声中
步入会场。张高丽宣布“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 习近平走上主
席台发表演讲。习近平指出，古丝绸之
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
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 积淀了
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这是人类
文明的宝贵遗产。

习近平强调， 人类社会正处在一
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 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
多样化深入发展， 和平发展的大势依
然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继续向前。同
时，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
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2013年，
我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4年来，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
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
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
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从愿景转变为现
实，建设成果丰硕。

一是政策沟通不断深化。“一带一
路” 建设旨在实现战略对接、 优势互
补。我们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对接规
划， 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合作协议， 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
产能合作。二是设施联通不断加强。目
前，以中巴、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
经济走廊为引领， 以陆海空通道和信
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
等重大工程为依托， 一个复合型的基
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 三是贸易畅通
不断提升。2014年至2016年， 中国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
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
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
区， 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
和18万个就业岗位。 四是资金融通不
断扩大。 中国同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 这些新型金融
机制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

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
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 金融合作网
络。五是民心相通不断促进。参与国开
展智力丝绸之路、 健康丝绸之路等建
设，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
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 倡议
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
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我们
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
的未来。

第一，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
路。 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
盟的伙伴关系。 各国应该尊重彼此主
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
路和社会制度，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安全观， 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
格局。

第二，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
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
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
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
共享。要深入开展产业合作；要建立稳
定、 可持续、 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
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要着力推动

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
通，扎实推进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建设
全球能源互联网， 完善跨区域物流网
建设；要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
体的联通。

第三，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
之路。要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
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共同创造
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 推动构建
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
则体系。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
自由贸易区建设， 促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着力解决发展失衡、
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
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经济全球化。

第四，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
路。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建设21世纪
的数字丝绸之路。要促进科技同产业、
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 为互联网时代
的各国青年打造创业空间、创业工场。
要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 共同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五，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
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
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
明优越， 推动各国相互理解、 相互尊
重、相互信任。 荩荩（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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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并在国家大剧
院举行文艺演出，欢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及嘉宾。国
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

初夏的北京，草木葱茏，生机盎然。长安
街两侧，红灯笼高挂，星光璀璨；天安门广场，
红旗猎猎，一组组嵌有祥云、如意图案的立体
花坛绚丽多姿。古都北京，迎来一个历史与未
来交融的盛会。

晚6时许， 出席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峰
会、 高级别会议的嘉宾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
责人及配偶相继抵达人民大会堂。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大会堂二层迎宾
厅迎候，同贵宾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在大
型壁画《江山如此多娇》前，习近平和彭丽媛

同外方代表团团长及配偶集体合影留念。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乐音绕梁， 花团锦

簇。在悠扬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和彭丽媛
同贵宾们一同步入宴会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 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热烈欢迎各位贵宾的到来。习近平指出，北京
是千年古都，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北京也
是一座现代新城， 随着中国发展不断展现新
的风貌。北京更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东西方
不同文明时时刻刻在这里相遇和交融。 北京
从历史上的小城，成为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
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 人类生活在共同的
家园，拥有共同的命运，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
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

习近平指出，2000多年前， 我们的先辈
们就是怀着友好交往的朴素愿望， 开辟了古

丝绸之路。今天，我们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
共商“一带一路”建设，是历史潮流的沿续，也
是面向未来的正确抉择。“一带一路” 建设承
载着我们对文明交流的渴望， 将让人类文明
更加绚烂多彩； 承载着我们对和平安宁的期
盼，将让各国共同打造和谐家园，建设和平世
界；承载着我们对共同发展的追求，将帮助各
国打造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发展共同体；承
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将让理想变为
现实，让人民幸福安康。

习近平强调， 我们正走在一条充满希望
的道路上。只要我们相向而行，心连心，不后
退，不停步，我们终能迎来路路相连、美美与
共的那一天， 我们的事业会像古丝绸之路一
样流传久远、泽被后代。

荩荩（下转2版②）

�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李伟锋
周月桂 胡信松 曹娴 唐爱平）5月14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
的精彩演讲，通过网络、广播、电视，很快传
遍三湘四水，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
要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新机遇，体现新的更
大担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
开放之路。 中部湖南要加快推进‘湘企出
海’。” 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心球在接受湖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是湖
南实施开放崛起战略的重要内容， 省商务厅
将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原

则， 把国际产能合作与省内产业转型升级结
合起来，推动湘企加快海外布局步伐，增强企
业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和两种规
则的能力，服务我省实体经济发展，在助力开
放崛起上有新的作为与担当。

“要深入开展产业合作，推动各国产业
发展规划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省经信委总
经济师熊琛对习近平主席的这一表述倍感
兴奋。他表示，要充分发挥湖南优势产业的
先发优势，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海工装
备、住宅工业等新兴产业和龙头企业参与国
际产能合作， 以埃塞·湖南工业园等境外园
区为平台，引导支持有实力的湖南企业赴境
外投资建厂，集结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群式
“走出去”。 荩荩（下转2版③）

� � � �习近平为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方
代表团团长及嘉宾

举行欢迎宴会和文艺演出

抢抓新机遇
体现新担当 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主旨演讲在湖南引起强烈反响

� � �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携手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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