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世界发展既充满希望，也面临挑战；
我们的未来无比光明， 但前方的道路不
会平坦。

“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破
解时代难题，化解风险挑战。”在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上， 习近平主席深刻洞察当今世界大势
和时代潮流 ，强调坚持 “互信 、互利 、平
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的“上海精神”，明确提出当今时代应当
遵循的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
全球治理观。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
“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引起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今天，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
依存更加紧密。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
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频发， 各国面临许
多共同威胁和挑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
独自应对或独善其身。 面对世界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只有登高望远，
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
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更好推进人类
文明进步事业。

今日世界，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
然存在， 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
断涌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
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文明冲突、文
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 令人鼓舞
的是，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方向发展的呼声不容忽视， 国际关系民
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捍卫

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破坏和平的势力，
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地球村” 的世界
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
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
进步的不竭动力，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
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人们共同期待，让和
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让发展的动力源源
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事实证
明，“上海精神” 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
生命力和价值， 为所有致力于睦邻友好
和共同繁荣的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也
为国际社会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实践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
未来弘扬“上海精神”，关键是按照习近
平主席所提出的，提倡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
利 、共赢的合作观 ，树立平等 、互鉴 、对
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观。以这一思想为遵循，积极应
对内外挑战，全面推进各领域合作，就能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行稳致远， 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上合智慧”和“上合
方案”。

上合正是扬帆时，山青海碧再出发。上
海合作组织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符合各
国共同利益的事业。坚定弘扬“上海精神”，
不忘初心，携手前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
现新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我
们一定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人类
发展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载6月12日
《人民日报》）

弘扬“上海精神” 破解时代难题
———二论习近平主席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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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凭阑观潮起，逐浪扬风帆。
6月9日至1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青

岛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欢迎晚宴、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双
边会见、三方会晤……短短两天时间，20余场正
式活动，峰会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丰硕成果，引领
上海合作组织迈上新起点。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主席
立足欧亚、放眼全球，同与会各方论“上海精神”、
提中国方案、谋地区合作、绘发展蓝图，尽显世界
级领导人的自信从容与责任担当。

黄海之滨，浮山湾畔。风景秀丽的“帆船之
都”，奔涌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澎湃力量。

海纳百川，见证开放包容的大国襟怀

一年前，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中国接棒
轮值主席国。青岛峰会筹备期间，习近平主席亲
笔签署的一份份邀请信函，送达成员国、观察员
国领导人手中。

应约而至，风云际会。
6月8日至9日下午，一架架飞机降落在青岛

流亭国际机场。上合组织领导人齐聚黄海之滨，
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9日晚，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巨幅工笔画

《花开盛世》赏心悦目。
习近平主席微笑同远道而来的各国贵宾一

一握手寒暄，表达东道主的真诚与热情。
这是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主

持上合组织峰会。阔别6年，上合组织再次回到诞
生地，国际社会热切期待，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为
上合组织注入新动力。

齐鲁大地、孔孟之乡，人文气息扑面而来。
“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

‘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这种‘和
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欢
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致祝酒辞，道出中国理
念和“上海精神”的内在联系。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
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发展的灵魂
和根基；和而不同、世界大同，是“和合”思想的时
代思辨，是中国理念同“上海精神”的琴瑟和鸣。

这是一次展示理念的生动实践———
6日下午5时许， 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新改革的国事访问欢迎仪式首次启用，
习近平主席热情欢迎首位抵达中国的上合组

织外方领导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

之华。”外交礼宾细节之变，折射出日益走向世界
舞台中央的东方大国，从容自信的心态、沉稳大
气的仪态、诚挚友好的姿态。

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 会场内的亭台楼阁
元素、 地方特色的节目表演……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一个个细节凸显中国传统底蕴。

这是一次新的“大家庭”聚会———
作为上合组织接收印度、 巴基斯坦为成员

国， 实现组织扩员后首次举行的元首理事会会
议，青岛峰会承载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
意义。

“这是巴基斯坦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
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所以会议具有新的意
义。”9日下午，国际会议中心安仁厅，习近平
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 强调了这次
峰会特别之处。

一个多月前， 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
刚刚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再次见面，两人十
分高兴。习近平主席对印方首次作为上合组织成
员国与会表示欢迎。

“现在，上海合作组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 我们要发扬优良传统， 积极应对内外挑
战，全面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
行稳致远……” 习近平主席主持小范围会谈
时的讲话，提出中国倡议，赋予“上海精神”新
的时代内涵。现场嘉宾频频颔首，表示赞同。

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发展历程———
由中国参与创建、以中国城市命名、秘书处

设在中国境内……作为创始成员国之一， 中国
对上合组织成长一路倾力而为，把推动上合组织
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之一。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塔吉克斯坦杜尚
别、俄罗斯乌法、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哈萨克斯
坦阿斯塔纳……5年来，习近平主席出席历次峰
会，为丰富发展“上海精神”贡献中国智慧，注入
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今天，辽阔丰沃的齐鲁大地，见证中国同上
合组织相融相生的历史际会；开放包容的中华民
族，再次谱写与世界携手前行的时代篇章。

9日的夜色中，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在
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 犹如海浪中的风帆，蓄
势待发。浮山湾防波堤向大海深处延伸，远端的
白色灯塔为过往船只指引航向。

宴会厅内，灯火通明，各方嘉宾静静聆听。
“青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许多船只

从这里扬帆起航、追逐梦想。明天，我们将在这里
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的首次峰会，全面规划
本组织未来发展蓝图。” 习近平主席的话道出了
选择青岛为峰会举办地的深意。

砥柱中流，镌刻合作发展的大国担当

巍峨泰山，旭日喷薄而出，霞光照耀大河山
川。国际会议中心迎宾厅正面，一幅题为《国泰民
安》的国画气势磅礴。

10日上午9时许，印度总理莫迪、乌兹别克
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
蒙、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
恩别科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俄罗
斯总统普京先后抵达。

习近平主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亲切
握手，并邀请大家合影。这张新的“全家福”，定格
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瞬间。

走过17年不平凡发展历程， 上合组织开创
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未来前景光明但道路并不平坦。

“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团结协作”；“推进安
全合作，携手应对挑战”；“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
同发展”；“发挥积极影响，展现国际担当”……国
际会议中心黄河厅，习近平主席在小范围会谈发
表讲话，为上合组织发展明确路径。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10日上午11时许，国际会议中心泰山厅，

习近平主席主持大范围会谈。成员国领导人、常设
机构负责人、 观察员国领导人及联合国等国际组
织负责人，围坐一起，共同描绘合作发展的新蓝图。

———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观；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

———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习近平主席登高望远，把握时代潮流，提出

中国方案。
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在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 未来3年为各成
员国提供3000个人力资源开发培训名额、 利用
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各方提供气象服务……

一项项实实在在的举措， 展现中国推动建
设共同家园的真诚态度。

10日下午1时25分许， 习近平主席敲下木
槌，宣布峰会结束。

此时，国际会议中心二楼大厅里，早已坐满
中外媒体记者。

习近平主席同上合组织其他各成员国领导
人一道步入，在主席台就座。

共同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
利化的联合声明》，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5年实施纲要，见证经贸、
海关、 旅游等领域合作文件签署……一份份沉甸
甸的成果文件，体现各方凝聚的最新共识。

外界评价， 上合组织从此进入一个历史新
阶段。

“我坚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
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面对各国媒体，习近平
主席对上合组织的未来之路信心满怀，铿锵有力
的话语通过电视直播信号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

大道之行，彰显天下为公的大国信念

9日的青岛夜空，云开雾散，璀璨焰火，当空
绽放。

习近平主席为各方贵宾准备的灯光焰火艺
术表演， 处处体现东道主的独到用心。《天涯明
月》《齐风鲁韵》《国泰民安》《筑梦未来》《命运共
同体》，5个篇章一气呵成， 传递出中国同上合组
织和世界各国和衷共济、携手并进的坚定决心。

“继续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发展安全、能源、农业等领
域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
同理念。”

在通过的成果文件中，“五通”“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中国理念、中
国方案正式写入了上合组织青岛宣言。

初夏时节的青岛，成为中国又一“国际会客
厅”，见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步履坚实、 步伐稳
健———

北京、天津、青岛，一天跨三地。6月8日，可以
称为习近平主席繁忙外交日程“教科书式”的一
页。

同普京总统举行大小范围会谈、 共同出席
签字仪式并会见记者、 授予普京总统“友谊勋
章”、 同乘高铁前往天津并共同观看中俄青少年
冰球赛……中俄领导人之间亲密互动， 彰显两

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熟、稳定、牢固，树立
了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宣布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
耶夫就巩固中哈传统友谊、在民族复兴征途上携
手前行达成重要共识；两个月内同印度总理莫迪
再次会晤，中印政治互信进一步加强……

峰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特别安排同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 观察员国11位外方领导人举行双
边会晤，元首外交引领国际关系更进一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领导人天下为
公的信念感召世界———

“我们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
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
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习近平主席的话掷地有声，启迪未来。

时间回到5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从此，中国实践波澜
壮阔，中国理念全球激荡———

从写入中共党章到载入中国宪法， 一个个
历史坐标铸熔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的庄严承诺；从写入联合国决议到载入
上合组织合作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赢
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成为新时代指引国际关系
发展的重要指南。

舆论分析，当今世界，只有中国领导人能够
提出如此宏远博大的理念。

进入国际会议中心迎宾厅， 两侧墙壁上的
浮雕颇具深意：一侧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侧
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共享古丝绸之路历史记忆，共创“一带一路”
建设发展机遇。5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上合组
织所在区域先行先试，硕果累累，为地区各国人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平台。

峰会期间，“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得到广泛欢
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对拉动共同发展的引
擎作用愈发凸显。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银河。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不忘初心，携手前进，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
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发
展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海之情，合之韵。从青岛再出发，中国同上合
组织各国携手，与世界各国同行，必将迈向更加
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青岛6月11日电）

携手前进，开启上合发展新征程
———习近平主席主持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并举行系列活动纪实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为上海合作组织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入强大信心。 成员国
媒体高度关注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更多的
海外人士盛赞“上海精神”的旺盛生命力和
强劲合作动力， 相信上海合作组织将迈向
更加光明的美好未来。

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报道说， 峰会取得
了很多成果， 充分展现了该组织成员国高
水平协作和团结， 为地区繁荣发展和融合
描绘了蓝图。

塔吉克斯坦阿维斯塔通讯社报道说，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打击“三股势力”，致
力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峰会“将把世界
上谋求和平与平等合作的力量团结起来”，
对越来越多的国家产生吸引力。

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埃斯马图拉·哈
特夫指出，诚如习主席所言，积极落实《上
合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
极端主义2019年至2021年合作纲要》，“我
相信这些措施可以使地区所有国家团结起
来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

对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发挥“上海合
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作用等一系列具体
措施，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
沙杜尔斯基非常认同， 并积极支持习主席
提出的“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
成员国媒体和海外专家对峰会成果予

以高度赞赏。在他们看来，上海合作组织成
为深化务实合作、 汇聚互利共赢的平台已
然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印度教徒报》指出，“合作和共赢始终贯
穿（习主席）讲话”，习主席把上合组织定位为
具有更多合作、协商精神的多边合作平台，为
该地区和平与发展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作
出了新的贡献。

“习主席说发展必须与世界各国共享，
这样世界各国才能站在同一个平台，”巴基
斯坦政治和战略分析家苏尔坦·哈里说，
“上海精神” 是上合组织背后的推动力，可
以跨越成员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在相
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向同一个目标进
发。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评论员康斯坦丁·
加里博夫指出， 习主席为上合组织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中国将继续作为推动上合组
织发展的火车头， 推动上合组织在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基础
上将整个欧亚地区建设成新型国际关系的
典范”。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埃万
德罗·卡瓦略说：“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
国际舞台上新的重要一极， 在这个变革的
年代中成为一股积极力量， 日后对于整个
世界的发展趋势也必然会产生积极影响。”

为上合组织发展
指明方向注入信心

� � � �凭阑观潮起，逐浪扬风帆。
6月9日至1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青

岛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欢迎晚宴、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双
边会见、三方会晤……短短两天时间，20余场正
式活动，峰会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丰硕成果，引领
上海合作组织迈上新起点。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主席
立足欧亚、放眼全球，同与会各方论“上海精神”、
提中国方案、谋地区合作、绘发展蓝图，尽显世界
级领导人的自信从容与责任担当。

黄海之滨，浮山湾畔。风景秀丽的“帆船之
都”，奔涌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澎湃力量。

海纳百川，见证开放包容的大国襟怀

一年前，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中国接棒
轮值主席国。青岛峰会筹备期间，习近平主席亲
笔签署的一份份邀请信函，送达成员国、观察员
国领导人手中。

应约而至，风云际会。
6月8日至9日下午，一架架飞机降落在青岛

流亭国际机场。上合组织领导人齐聚黄海之滨，
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9日晚，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巨幅工笔画

《花开盛世》赏心悦目。
习近平主席微笑同远道而来的各国贵宾一

一握手寒暄，表达东道主的真诚与热情。
这是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主

持上合组织峰会。阔别6年，上合组织再次回到诞
生地，国际社会热切期待，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为
上合组织注入新动力。

齐鲁大地、孔孟之乡，人文气息扑面而来。
“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

‘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这种‘和
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欢
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致祝酒辞，道出中国理
念和“上海精神”的内在联系。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
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发展的灵魂
和根基；和而不同、世界大同，是“和合”思想的时
代思辨，是中国理念同“上海精神”的琴瑟和鸣。

这是一次展示理念的生动实践———
6日下午5时许， 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新改革的国事访问欢迎仪式首次启用，
习近平主席热情欢迎首位抵达中国的上合组

织外方领导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

之华。”外交礼宾细节之变，折射出日益走向世界
舞台中央的东方大国，从容自信的心态、沉稳大
气的仪态、诚挚友好的姿态。

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 会场内的亭台楼阁
元素、 地方特色的节目表演……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一个个细节凸显中国传统底蕴。

这是一次新的“大家庭”聚会———
作为上合组织接收印度、 巴基斯坦为成员

国， 实现组织扩员后首次举行的元首理事会会
议，青岛峰会承载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
意义。

“这是巴基斯坦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
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所以会议具有新的意
义。”9日下午，国际会议中心安仁厅，习近平
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 强调了这次
峰会特别之处。

一个多月前， 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
刚刚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再次见面，两人十
分高兴。习近平主席对印方首次作为上合组织成
员国与会表示欢迎。

“现在，上海合作组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 我们要发扬优良传统， 积极应对内外挑
战，全面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
行稳致远……” 习近平主席主持小范围会谈
时的讲话，提出中国倡议，赋予“上海精神”新
的时代内涵。现场嘉宾频频颔首，表示赞同。

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发展历程———
由中国参与创建、以中国城市命名、秘书处

设在中国境内……作为创始成员国之一， 中国
对上合组织成长一路倾力而为，把推动上合组织
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之一。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塔吉克斯坦杜尚
别、俄罗斯乌法、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哈萨克斯
坦阿斯塔纳……5年来，习近平主席出席历次峰
会，为丰富发展“上海精神”贡献中国智慧，注入
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今天，辽阔丰沃的齐鲁大地，见证中国同上
合组织相融相生的历史际会；开放包容的中华民
族，再次谱写与世界携手前行的时代篇章。

9日的夜色中，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在
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 犹如海浪中的风帆，蓄
势待发。浮山湾防波堤向大海深处延伸，远端的
白色灯塔为过往船只指引航向。

宴会厅内，灯火通明，各方嘉宾静静聆听。
“青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许多船只

从这里扬帆起航、追逐梦想。明天，我们将在这里
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的首次峰会，全面规划
本组织未来发展蓝图。” 习近平主席的话道出了
选择青岛为峰会举办地的深意。

砥柱中流，镌刻合作发展的大国担当

巍峨泰山，旭日喷薄而出，霞光照耀大河山
川。国际会议中心迎宾厅正面，一幅题为《国泰民
安》的国画气势磅礴。

10日上午9时许，印度总理莫迪、乌兹别克
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
蒙、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
恩别科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俄罗
斯总统普京先后抵达。

习近平主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亲切
握手，并邀请大家合影。这张新的“全家福”，定格
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瞬间。

走过17年不平凡发展历程， 上合组织开创
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未来前景光明但道路并不平坦。

“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团结协作”；“推进安
全合作，携手应对挑战”；“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
同发展”；“发挥积极影响，展现国际担当”……国
际会议中心黄河厅，习近平主席在小范围会谈发
表讲话，为上合组织发展明确路径。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10日上午11时许，国际会议中心泰山厅，

习近平主席主持大范围会谈。成员国领导人、常设
机构负责人、 观察员国领导人及联合国等国际组
织负责人，围坐一起，共同描绘合作发展的新蓝图。

———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观；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

———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习近平主席登高望远，把握时代潮流，提出

中国方案。
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在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 未来3年为各成
员国提供3000个人力资源开发培训名额、 利用
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各方提供气象服务……

一项项实实在在的举措， 展现中国推动建
设共同家园的真诚态度。

10日下午1时25分许， 习近平主席敲下木
槌，宣布峰会结束。

此时，国际会议中心二楼大厅里，早已坐满
中外媒体记者。

习近平主席同上合组织其他各成员国领导
人一道步入，在主席台就座。

共同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
利化的联合声明》，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5年实施纲要，见证经贸、
海关、 旅游等领域合作文件签署……一份份沉甸
甸的成果文件，体现各方凝聚的最新共识。

外界评价， 上合组织从此进入一个历史新
阶段。

“我坚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
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面对各国媒体，习近平
主席对上合组织的未来之路信心满怀，铿锵有力
的话语通过电视直播信号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

大道之行，彰显天下为公的大国信念

9日的青岛夜空，云开雾散，璀璨焰火，当空
绽放。

习近平主席为各方贵宾准备的灯光焰火艺
术表演， 处处体现东道主的独到用心。《天涯明
月》《齐风鲁韵》《国泰民安》《筑梦未来》《命运共
同体》，5个篇章一气呵成， 传递出中国同上合组
织和世界各国和衷共济、携手并进的坚定决心。

“继续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发展安全、能源、农业等领
域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
同理念。”

在通过的成果文件中，“五通”“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中国理念、中
国方案正式写入了上合组织青岛宣言。

初夏时节的青岛，成为中国又一“国际会客
厅”，见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步履坚实、 步伐稳
健———

北京、天津、青岛，一天跨三地。6月8日，可以
称为习近平主席繁忙外交日程“教科书式”的一
页。

同普京总统举行大小范围会谈、 共同出席
签字仪式并会见记者、 授予普京总统“友谊勋
章”、 同乘高铁前往天津并共同观看中俄青少年
冰球赛……中俄领导人之间亲密互动， 彰显两

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熟、稳定、牢固，树立
了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宣布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
耶夫就巩固中哈传统友谊、在民族复兴征途上携
手前行达成重要共识；两个月内同印度总理莫迪
再次会晤，中印政治互信进一步加强……

峰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特别安排同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 观察员国11位外方领导人举行双
边会晤，元首外交引领国际关系更进一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领导人天下为
公的信念感召世界———

“我们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
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
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习近平主席的话掷地有声，启迪未来。

时间回到5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从此，中国实践波澜
壮阔，中国理念全球激荡———

从写入中共党章到载入中国宪法， 一个个
历史坐标铸熔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的庄严承诺；从写入联合国决议到载入
上合组织合作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赢
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成为新时代指引国际关系
发展的重要指南。

舆论分析，当今世界，只有中国领导人能够
提出如此宏远博大的理念。

进入国际会议中心迎宾厅， 两侧墙壁上的
浮雕颇具深意：一侧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侧
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共享古丝绸之路历史记忆，共创“一带一路”
建设发展机遇。5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上合组
织所在区域先行先试，硕果累累，为地区各国人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平台。

峰会期间，“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得到广泛欢
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对拉动共同发展的引
擎作用愈发凸显。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银河。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不忘初心，携手前进，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
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发
展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海之情，合之韵。从青岛再出发，中国同上合
组织各国携手，与世界各国同行，必将迈向更加
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青岛6月11日电）

� � � �凭阑观潮起，逐浪扬风帆。
6月9日至1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青

岛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欢迎晚宴、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双
边会见、三方会晤……短短两天时间，20余场正
式活动，峰会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丰硕成果，引领
上海合作组织迈上新起点。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主席
立足欧亚、放眼全球，同与会各方论“上海精神”、
提中国方案、谋地区合作、绘发展蓝图，尽显世界
级领导人的自信从容与责任担当。

黄海之滨，浮山湾畔。风景秀丽的“帆船之
都”，奔涌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澎湃力量。

海纳百川，见证开放包容的大国襟怀

一年前，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中国接棒
轮值主席国。青岛峰会筹备期间，习近平主席亲
笔签署的一份份邀请信函，送达成员国、观察员
国领导人手中。

应约而至，风云际会。
6月8日至9日下午，一架架飞机降落在青岛

流亭国际机场。上合组织领导人齐聚黄海之滨，
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9日晚，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巨幅工笔画

《花开盛世》赏心悦目。
习近平主席微笑同远道而来的各国贵宾一

一握手寒暄，表达东道主的真诚与热情。
这是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主

持上合组织峰会。阔别6年，上合组织再次回到诞
生地，国际社会热切期待，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为
上合组织注入新动力。

齐鲁大地、孔孟之乡，人文气息扑面而来。
“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

‘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这种‘和
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欢
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致祝酒辞，道出中国理
念和“上海精神”的内在联系。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
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发展的灵魂
和根基；和而不同、世界大同，是“和合”思想的时
代思辨，是中国理念同“上海精神”的琴瑟和鸣。

这是一次展示理念的生动实践———
6日下午5时许， 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新改革的国事访问欢迎仪式首次启用，
习近平主席热情欢迎首位抵达中国的上合组

织外方领导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

之华。”外交礼宾细节之变，折射出日益走向世界
舞台中央的东方大国，从容自信的心态、沉稳大
气的仪态、诚挚友好的姿态。

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 会场内的亭台楼阁
元素、 地方特色的节目表演……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一个个细节凸显中国传统底蕴。

这是一次新的“大家庭”聚会———
作为上合组织接收印度、 巴基斯坦为成员

国， 实现组织扩员后首次举行的元首理事会会
议，青岛峰会承载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
意义。

“这是巴基斯坦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
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所以会议具有新的意
义。”9日下午，国际会议中心安仁厅，习近平
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 强调了这次
峰会特别之处。

一个多月前， 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
刚刚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再次见面，两人十
分高兴。习近平主席对印方首次作为上合组织成
员国与会表示欢迎。

“现在，上海合作组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 我们要发扬优良传统， 积极应对内外挑
战，全面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
行稳致远……” 习近平主席主持小范围会谈
时的讲话，提出中国倡议，赋予“上海精神”新
的时代内涵。现场嘉宾频频颔首，表示赞同。

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发展历程———
由中国参与创建、以中国城市命名、秘书处

设在中国境内……作为创始成员国之一， 中国
对上合组织成长一路倾力而为，把推动上合组织
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之一。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塔吉克斯坦杜尚
别、俄罗斯乌法、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哈萨克斯
坦阿斯塔纳……5年来，习近平主席出席历次峰
会，为丰富发展“上海精神”贡献中国智慧，注入
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今天，辽阔丰沃的齐鲁大地，见证中国同上
合组织相融相生的历史际会；开放包容的中华民
族，再次谱写与世界携手前行的时代篇章。

9日的夜色中，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在
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 犹如海浪中的风帆，蓄
势待发。浮山湾防波堤向大海深处延伸，远端的
白色灯塔为过往船只指引航向。

宴会厅内，灯火通明，各方嘉宾静静聆听。
“青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许多船只

从这里扬帆起航、追逐梦想。明天，我们将在这里
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的首次峰会，全面规划
本组织未来发展蓝图。” 习近平主席的话道出了
选择青岛为峰会举办地的深意。

砥柱中流，镌刻合作发展的大国担当

巍峨泰山，旭日喷薄而出，霞光照耀大河山
川。国际会议中心迎宾厅正面，一幅题为《国泰民
安》的国画气势磅礴。

10日上午9时许，印度总理莫迪、乌兹别克
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
蒙、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
恩别科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俄罗
斯总统普京先后抵达。

习近平主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亲切
握手，并邀请大家合影。这张新的“全家福”，定格
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瞬间。

走过17年不平凡发展历程， 上合组织开创
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未来前景光明但道路并不平坦。

“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团结协作”；“推进安
全合作，携手应对挑战”；“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
同发展”；“发挥积极影响，展现国际担当”……国
际会议中心黄河厅，习近平主席在小范围会谈发
表讲话，为上合组织发展明确路径。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10日上午11时许，国际会议中心泰山厅，

习近平主席主持大范围会谈。成员国领导人、常设
机构负责人、 观察员国领导人及联合国等国际组
织负责人，围坐一起，共同描绘合作发展的新蓝图。

———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观；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

———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习近平主席登高望远，把握时代潮流，提出

中国方案。
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在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 未来3年为各成
员国提供3000个人力资源开发培训名额、 利用
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各方提供气象服务……

一项项实实在在的举措， 展现中国推动建
设共同家园的真诚态度。

10日下午1时25分许， 习近平主席敲下木
槌，宣布峰会结束。

此时，国际会议中心二楼大厅里，早已坐满
中外媒体记者。

习近平主席同上合组织其他各成员国领导
人一道步入，在主席台就座。

共同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
利化的联合声明》，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5年实施纲要，见证经贸、
海关、 旅游等领域合作文件签署……一份份沉甸
甸的成果文件，体现各方凝聚的最新共识。

外界评价， 上合组织从此进入一个历史新
阶段。

“我坚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
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面对各国媒体，习近平
主席对上合组织的未来之路信心满怀，铿锵有力
的话语通过电视直播信号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

大道之行，彰显天下为公的大国信念

9日的青岛夜空，云开雾散，璀璨焰火，当空
绽放。

习近平主席为各方贵宾准备的灯光焰火艺
术表演， 处处体现东道主的独到用心。《天涯明
月》《齐风鲁韵》《国泰民安》《筑梦未来》《命运共
同体》，5个篇章一气呵成， 传递出中国同上合组
织和世界各国和衷共济、携手并进的坚定决心。

“继续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发展安全、能源、农业等领
域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
同理念。”

在通过的成果文件中，“五通”“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中国理念、中
国方案正式写入了上合组织青岛宣言。

初夏时节的青岛，成为中国又一“国际会客
厅”，见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步履坚实、 步伐稳
健———

北京、天津、青岛，一天跨三地。6月8日，可以
称为习近平主席繁忙外交日程“教科书式”的一
页。

同普京总统举行大小范围会谈、 共同出席
签字仪式并会见记者、 授予普京总统“友谊勋
章”、 同乘高铁前往天津并共同观看中俄青少年
冰球赛……中俄领导人之间亲密互动， 彰显两

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熟、稳定、牢固，树立
了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宣布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
耶夫就巩固中哈传统友谊、在民族复兴征途上携
手前行达成重要共识；两个月内同印度总理莫迪
再次会晤，中印政治互信进一步加强……

峰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特别安排同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 观察员国11位外方领导人举行双
边会晤，元首外交引领国际关系更进一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领导人天下为
公的信念感召世界———

“我们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
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
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习近平主席的话掷地有声，启迪未来。

时间回到5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从此，中国实践波澜
壮阔，中国理念全球激荡———

从写入中共党章到载入中国宪法， 一个个
历史坐标铸熔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的庄严承诺；从写入联合国决议到载入
上合组织合作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赢
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成为新时代指引国际关系
发展的重要指南。

舆论分析，当今世界，只有中国领导人能够
提出如此宏远博大的理念。

进入国际会议中心迎宾厅， 两侧墙壁上的
浮雕颇具深意：一侧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侧
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共享古丝绸之路历史记忆，共创“一带一路”
建设发展机遇。5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上合组
织所在区域先行先试，硕果累累，为地区各国人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平台。

峰会期间，“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得到广泛欢
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对拉动共同发展的引
擎作用愈发凸显。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银河。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不忘初心，携手前进，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
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发
展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海之情，合之韵。从青岛再出发，中国同上合
组织各国携手，与世界各国同行，必将迈向更加
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青岛6月11日电）

� � � �凭阑观潮起，逐浪扬风帆。
6月9日至1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青

岛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欢迎晚宴、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双
边会见、三方会晤……短短两天时间，20余场正
式活动，峰会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丰硕成果，引领
上海合作组织迈上新起点。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主席
立足欧亚、放眼全球，同与会各方论“上海精神”、
提中国方案、谋地区合作、绘发展蓝图，尽显世界
级领导人的自信从容与责任担当。

黄海之滨，浮山湾畔。风景秀丽的“帆船之
都”，奔涌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澎湃力量。

海纳百川，见证开放包容的大国襟怀

一年前，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中国接棒
轮值主席国。青岛峰会筹备期间，习近平主席亲
笔签署的一份份邀请信函，送达成员国、观察员
国领导人手中。

应约而至，风云际会。
6月8日至9日下午，一架架飞机降落在青岛

流亭国际机场。上合组织领导人齐聚黄海之滨，
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9日晚，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巨幅工笔画

《花开盛世》赏心悦目。
习近平主席微笑同远道而来的各国贵宾一

一握手寒暄，表达东道主的真诚与热情。
这是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主

持上合组织峰会。阔别6年，上合组织再次回到诞
生地，国际社会热切期待，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为
上合组织注入新动力。

齐鲁大地、孔孟之乡，人文气息扑面而来。
“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

‘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这种‘和
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欢
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致祝酒辞，道出中国理
念和“上海精神”的内在联系。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
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发展的灵魂
和根基；和而不同、世界大同，是“和合”思想的时
代思辨，是中国理念同“上海精神”的琴瑟和鸣。

这是一次展示理念的生动实践———
6日下午5时许， 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新改革的国事访问欢迎仪式首次启用，
习近平主席热情欢迎首位抵达中国的上合组

织外方领导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

之华。”外交礼宾细节之变，折射出日益走向世界
舞台中央的东方大国，从容自信的心态、沉稳大
气的仪态、诚挚友好的姿态。

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 会场内的亭台楼阁
元素、 地方特色的节目表演……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一个个细节凸显中国传统底蕴。

这是一次新的“大家庭”聚会———
作为上合组织接收印度、 巴基斯坦为成员

国， 实现组织扩员后首次举行的元首理事会会
议，青岛峰会承载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
意义。

“这是巴基斯坦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
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所以会议具有新的意
义。”9日下午，国际会议中心安仁厅，习近平
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 强调了这次
峰会特别之处。

一个多月前， 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
刚刚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再次见面，两人十
分高兴。习近平主席对印方首次作为上合组织成
员国与会表示欢迎。

“现在，上海合作组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 我们要发扬优良传统， 积极应对内外挑
战，全面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
行稳致远……” 习近平主席主持小范围会谈
时的讲话，提出中国倡议，赋予“上海精神”新
的时代内涵。现场嘉宾频频颔首，表示赞同。

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发展历程———
由中国参与创建、以中国城市命名、秘书处

设在中国境内……作为创始成员国之一， 中国
对上合组织成长一路倾力而为，把推动上合组织
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之一。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塔吉克斯坦杜尚
别、俄罗斯乌法、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哈萨克斯
坦阿斯塔纳……5年来，习近平主席出席历次峰
会，为丰富发展“上海精神”贡献中国智慧，注入
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今天，辽阔丰沃的齐鲁大地，见证中国同上
合组织相融相生的历史际会；开放包容的中华民
族，再次谱写与世界携手前行的时代篇章。

9日的夜色中，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在
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 犹如海浪中的风帆，蓄
势待发。浮山湾防波堤向大海深处延伸，远端的
白色灯塔为过往船只指引航向。

宴会厅内，灯火通明，各方嘉宾静静聆听。
“青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许多船只

从这里扬帆起航、追逐梦想。明天，我们将在这里
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的首次峰会，全面规划
本组织未来发展蓝图。” 习近平主席的话道出了
选择青岛为峰会举办地的深意。

砥柱中流，镌刻合作发展的大国担当

巍峨泰山，旭日喷薄而出，霞光照耀大河山
川。国际会议中心迎宾厅正面，一幅题为《国泰民
安》的国画气势磅礴。

10日上午9时许，印度总理莫迪、乌兹别克
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
蒙、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
恩别科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俄罗
斯总统普京先后抵达。

习近平主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亲切
握手，并邀请大家合影。这张新的“全家福”，定格
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瞬间。

走过17年不平凡发展历程， 上合组织开创
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未来前景光明但道路并不平坦。

“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团结协作”；“推进安
全合作，携手应对挑战”；“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
同发展”；“发挥积极影响，展现国际担当”……国
际会议中心黄河厅，习近平主席在小范围会谈发
表讲话，为上合组织发展明确路径。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10日上午11时许，国际会议中心泰山厅，

习近平主席主持大范围会谈。成员国领导人、常设
机构负责人、 观察员国领导人及联合国等国际组
织负责人，围坐一起，共同描绘合作发展的新蓝图。

———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观；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

———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习近平主席登高望远，把握时代潮流，提出

中国方案。
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在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 未来3年为各成
员国提供3000个人力资源开发培训名额、 利用
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各方提供气象服务……

一项项实实在在的举措， 展现中国推动建
设共同家园的真诚态度。

10日下午1时25分许， 习近平主席敲下木
槌，宣布峰会结束。

此时，国际会议中心二楼大厅里，早已坐满
中外媒体记者。

习近平主席同上合组织其他各成员国领导
人一道步入，在主席台就座。

共同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
利化的联合声明》，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5年实施纲要，见证经贸、
海关、 旅游等领域合作文件签署……一份份沉甸
甸的成果文件，体现各方凝聚的最新共识。

外界评价， 上合组织从此进入一个历史新
阶段。

“我坚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
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面对各国媒体，习近平
主席对上合组织的未来之路信心满怀，铿锵有力
的话语通过电视直播信号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

大道之行，彰显天下为公的大国信念

9日的青岛夜空，云开雾散，璀璨焰火，当空
绽放。

习近平主席为各方贵宾准备的灯光焰火艺
术表演， 处处体现东道主的独到用心。《天涯明
月》《齐风鲁韵》《国泰民安》《筑梦未来》《命运共
同体》，5个篇章一气呵成， 传递出中国同上合组
织和世界各国和衷共济、携手并进的坚定决心。

“继续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发展安全、能源、农业等领
域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
同理念。”

在通过的成果文件中，“五通”“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中国理念、中
国方案正式写入了上合组织青岛宣言。

初夏时节的青岛，成为中国又一“国际会客
厅”，见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步履坚实、 步伐稳
健———

北京、天津、青岛，一天跨三地。6月8日，可以
称为习近平主席繁忙外交日程“教科书式”的一
页。

同普京总统举行大小范围会谈、 共同出席
签字仪式并会见记者、 授予普京总统“友谊勋
章”、 同乘高铁前往天津并共同观看中俄青少年
冰球赛……中俄领导人之间亲密互动， 彰显两

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熟、稳定、牢固，树立
了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宣布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
耶夫就巩固中哈传统友谊、在民族复兴征途上携
手前行达成重要共识；两个月内同印度总理莫迪
再次会晤，中印政治互信进一步加强……

峰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特别安排同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 观察员国11位外方领导人举行双
边会晤，元首外交引领国际关系更进一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领导人天下为
公的信念感召世界———

“我们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
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
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习近平主席的话掷地有声，启迪未来。

时间回到5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从此，中国实践波澜
壮阔，中国理念全球激荡———

从写入中共党章到载入中国宪法， 一个个
历史坐标铸熔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的庄严承诺；从写入联合国决议到载入
上合组织合作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赢
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成为新时代指引国际关系
发展的重要指南。

舆论分析，当今世界，只有中国领导人能够
提出如此宏远博大的理念。

进入国际会议中心迎宾厅， 两侧墙壁上的
浮雕颇具深意：一侧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侧
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共享古丝绸之路历史记忆，共创“一带一路”
建设发展机遇。5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上合组
织所在区域先行先试，硕果累累，为地区各国人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平台。

峰会期间，“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得到广泛欢
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对拉动共同发展的引
擎作用愈发凸显。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银河。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不忘初心，携手前进，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
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发
展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海之情，合之韵。从青岛再出发，中国同上合
组织各国携手，与世界各国同行，必将迈向更加
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青岛6月11日电）

——上合组织成员国媒体和海外人士
高度关注习主席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