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强分别会见
柬越老泰四国领导人

据新华社金边1月11日电 （记者 陈恃雷 陈二
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月11日中午在金
边王宫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李克强表示，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柬埔寨为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稳定所作努力，愿继续向柬
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相信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的发展将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据新华社金边1月10日电 （记者 陈恃雷 毛鹏
飞）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月10日晚在金边
会见越南总理阮春福。

李克强表示， 当前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平稳向前发展。我们愿同越方相向而行，抓住两国关
系稳定发展大方向，保持高层交往，按照海上、陆上、
金融合作“三线并举”思路，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取
得更加务实的成果，助力两国发展。中方愿同越方在
澜湄合作框架下加强合作， 共同努力维护本地区和
平、稳定、发展。

据新华社金边1月10日电（记者 刘劼 毛鹏飞）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月10日晚在金边会见
老挝总理通伦。

李克强表示，中老双方要围绕“一带一路”和中
老经济走廊建设，加快发展战略对接，确保中老铁路
建设继续顺利推进，加强互联互通。欢迎老方出席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向中国消费者推介老方优
质产品。

据新华社金边1月10日电 （记者 谭晶晶 陈二
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月10日晚在金边
会见泰国总理巴育。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泰
国“东部经济走廊”等发展战略对接，提升中泰贸易
便利化水平，加强经贸、旅游、科技等领域合作，更好
实现互利共赢。

责任编辑 王亮 李特南 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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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 侯丽
军）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习近平赞赏卡梅伦担任英国首相期间推
动中英关系发展的远见卓识和作出的努力。

习近平指出，我2015年对英国进行了
成功的国事访问。 我们共同开启了中英关

系“黄金时代”，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了新
动力。梅首相就任以来，继续坚持中英关系
“黄金时代”的大方向，中英关系保持持续
发展的态势。 当前， 中英双方高层往来密
切， 互利合作不断深化， 人文交流愈益活
跃，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利益。中方愿继
续同英方加强沟通、交流、合作，包括在“一

带一路”框架内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的互利合作，把“黄金时代”的蓝
图转化为更多“黄金成果”，推动两国关系
长期稳定发展。

卡梅伦感谢习近平会见， 并祝贺中共
十九大圆满成功。 卡梅伦表示， 习主席
2015年对英国的国事访问至今令人难忘。

英中共同打造两国关系“黄金时代”并推动
双方合作深入发展令人高兴。“一带一路”
倡议将为英中合作带来新的契机。 我对英
中关系前景充满信心， 愿继续为增进英中
相互了解和交往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杨洁
篪等参加会见。

� � � � 据新华社金边1月10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当地时间1月10日下午在金边和平大
厦出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
议。 李克强和柬埔寨首相洪森共同主持会
议。老挝总理通伦、泰国总理巴育、越南总理
阮春福和缅甸副总统吴敏瑞出席。

李克强表示，澜湄合作是首个由流域六
国共同创建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是共商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中方愿与湄公
河国家一道， 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

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李克强就推动澜湄
合作从培育期顺利迈向成长期，打造次区域
和南南合作典范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做好水资源合作。要加强上下游
协作，照顾彼此关切，统筹处理好经济发展
和生态保护的关系。 着眼于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制定“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打
造共建共享的水资源合作平台。

第二，加强水利设施建设等产能合作。
中方拥有性价比高的水利电力装备和工程

建设力量，适合湄公河国家需求。中方支持
企业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 在湄公河国家
参与建设水电站、水库、灌溉、饮水工程，实
现合作共赢。共同建设好现有经贸合作区、
跨境经济合作区。

第三，拓展农业合作。中方支持企业到
湄公河国家开展农产品深加工合作， 共同
开拓第三方市场，打造农业技术交流、联合
研究及投资贸易合作平台。

第四，提升人力资源合作。中国愿帮助

湄公河国家培养更多发展亟需的各层次人
才。今年中方将向湄公河国家提供2000个
短期研修和在职学历学位教育名额、100
个为期四年的本科奖学金名额。

第五，推动医疗卫生合作。中方愿与有
关国家建立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 深入实
施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项目， 建设澜湄疟
疾消除网络，有效维护本地区卫生安全。协
助有关国家开展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李克强强调，我们要在巩固“3+5合作
框架”的基础上，拓展数字经济、环保、卫
生、 海关、 青年等领域合作， 逐步形成
“3+5+X合作框架”。 中国愿与相关国家共
同行动起来， 把澜湄合作的幼苗培育成为
参天大树， 开辟次区域合作更加光明的未
来。本次会议的地点在金边，相信我们未来
的合作成果必然会像金子一样闪光。

习近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李克强同柬首相洪森举行会谈
携手打造中柬具有

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据新华社金边1月11日电 （记者 谭晶晶 陈恃

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月11日上午在金
边和平大厦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 中方愿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
继续同柬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
切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同时为柬埔寨发展经济，尤其
是改善民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携手打造中柬具
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柬方更好对接发展战略，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抓好产能与投资合作重
点项目。加强经济特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及
农产品深加工、旅游等合作，扩大科教文卫及地方等
合作， 共同办好中柬建交6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让
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更加牢固。

李克强出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时强调

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
建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罗争光 荣启涵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
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开创全面从
严治党新局面。”11日在京召开的十九届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掷地
有声的话语， 揭开了党的十九大后全面从
严治党的新篇章。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
刻阐述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
的战略部署， 进一步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经验， 深入分析了
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明确提出了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
和主要任务， 为党的建设重整行装再出发
明确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全会上深刻总结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六条经
验。“这六条经验， 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面从严治党一系列重大部署和重要举措的
系统总结，揭示了过去5年来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深刻原因。”北
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
说， 这几条经验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合
力，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
高波指出，这些经验的探索和取得，很重要
的一个因素在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
治党从党中央率先开启，始终在党中央的统
一领导和率先垂范下推进，牢牢把握住了全
面从严治党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坚持问题导
向，通过勇于自我革命、善于改革创新不断

提升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在党的十九大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用

“三个不能有”明确告诫全党：在全面从严
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
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
一劳永逸的想法， 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
就收的想法。

此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警示，
受国际国内环境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党面
临的执政环境仍然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
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
命，必须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中央党校
教授辛鸣表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
问题是过去长期形成的， 越是留到后边的
越是硬骨头、越是深层次的问题，不会像过

去那样立竿见影， 必须拿出共产党人的英
雄气概和斗争精神， 将这场自我革命进行
到底。

“重整行装再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在
此次全会上对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五项举措。

———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 用严明的
纪律管全党治全党。

———要深化标本兼治， 夺取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胜利。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的标
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提高自身免疫力。

庄德水表示， 纪检监察队伍是党内守
林护林的“啄木鸟”，必须确保忠诚干净担
当，敢于监督，敢于得罪人，同时做到自身
过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 要做到
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
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 惩恶
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重整行装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释放全面从严治党新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