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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杜尚别10月13日电 （记者
范伟国 许林贵）当地时间10月13日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尚别国宾馆同塔
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举行会谈。

李克强首先祝贺塔方成功主办上海
合作组织总理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他表
示， 塔吉克斯坦是我此次亚欧之行的首
站，充分表明中方对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重视。当前，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
保持快速健康发展势头。双方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我

们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塔方加强发展
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关系与
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扩大经贸投资合作， 充分发挥
两国经贸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 不断
优化贸易结构，扩大贸易规模。中方鼓励
有实力、 讲信誉的中资企业赴塔参与能
源电力、矿产开发等领域合作，开展产能
和加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加强互联互通，重点落实好《中
塔合作规划纲要》，深化交通、能源、口岸

基础设施合作。
———扩大农业合作， 进一步加强中

塔农业合作委员会工作， 重点推动农产
品加工合作， 欢迎塔方优质农产品进入
中国市场。

———改善营商环境， 中方赞赏塔方
在便利人员往来、务工、居留等方面的积
极努力，希望塔方继续改善营商环境，保
护中资企业在塔合法权益。

———深化人文合作， 扩大双方在旅
游、教育、青年、地方等领域交流与合作。

———密切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协调
与合作， 为地区国家维护稳定、 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提供更大助力。

拉苏尔佐达积极评价李克强总理访
塔内容充实，富有成果。他表示，塔中关系
全面发展，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加
强，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稳固，在国际
与地区事务中密切合作。塔方愿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双方在贸易、能源、
交通、农业、投融资领域务实合作。塔方愿
同中方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密切协作。

李克强同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会谈时强调

相互支持 共同发展
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谁书写了中国成功故事
新华社评论员

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美对华政策演讲的两个月前，
星巴克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 它将借
助阿里巴巴旗下平台和配送体系， 在中国提供全面外送服
务。 美国媒体解读说： 贸易战未能阻止美企在华发展的脚
步，“这足以证明中国国内市场的力量”。

在中国企业助力下，开拓中国市场近20年的星巴克，雄
心勃勃地开始了商业新探索。根据最新增长计划，它预期到
2022财年在中国内地总营收将达到2017财年的3倍多。

遗憾的是，尽管讲述中美互利共赢的“星巴克故事”越发精
彩，但它正从美国一些政客的记忆中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
种哀怨而又自大的心态。美国领导人的演讲将此展露无遗。他老
调重弹了中国的成功是“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吃亏论”，并
再度附和了美国政府宣扬的“我们重建了中国”的“美国恩赐论”。

比如，美国领导人只说美国向中国开放了市场并“把中
国带进了世界贸易组织”， 却不愿提及入世后中国也向美国
更大规模、更深程度地开放了市场。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
美国对华货物出口较2001年增长577%， 远远高于同期美国
对全球112%的出口增幅。但这样的数据却被选择性回避。

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都是靠自己。中国的成功靠的
是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而不是别人的施舍与恩赐；中国的
成功靠的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
不是某些美国领导人和政治精英追求的“自由中国”之路。

当然，中国的成功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其中
美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只面
向美国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增长只依赖美国的投资。中国的
对外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开放，是向各国学习和借鉴人类
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开放。

关注一下现实，更加明白：在中国贸易伙伴扩展至2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贸易伙
伴的今天， 占据中国外贸总额85%的中国对美之外的国际
贸易，同样意义重大且前景广阔。

中国的发展道路，谁最有发言权？中国的发展成就，谁
是主要创造者？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民。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 � � �据新华社杜尚别10月12日电 （记者
彭天潇 廖冰清）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下
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尚别会见俄
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俄关系继续保持
高水平发展。前不久，两国元首在第四届
东方经济论坛期间成功会晤。中方愿同俄
方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拓宽合作领域。

梅德韦杰夫表示， 俄方愿同中方一
道，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为世
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贡献。

据新华社杜尚别10月13日电 （记者
白洁 周良） 当地时间10月13日上午，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尚别民族宫会见塔

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拉赫

蒙总统的亲切问候。李克强表示，中方支
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塔投资兴业，希
望塔方创造更优营商环境，提高通关、运
输等便利化水平。

拉赫蒙表示， 塔方愿同中方深化交
通、农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
作，扩大人文交流，加强在地区事务中的
沟通与协调，深化反恐执法合作。

据新华社杜尚别10月12日电 （记者
王卓伦 吴壮） 当地时间10月12日晚，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尚别会见乌兹别克
斯坦总理阿里波夫。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开展高效
环保的产能合作， 分享中方发展经验，鼓
励中方优质企业积极参与乌工业化建设，
推进能源合作取得新进展。挖掘农业合作
潜力，进口乌优质农产品，实现互利共赢。

阿里波夫表示， 乌方希尽快推进中
吉乌铁路建设， 推进两国政府间委员会
工作，深化经贸、投资、农业、教育、旅游
合作，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

据新华社杜尚别10月12日电 （记者
白洁 张若玄）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尚别下榻饭店会
见白俄罗斯总理鲁马斯。

李克强指出， 中白务实合作全方位

加速深化。 以中白工业园项目顺利实施
为标志，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
早期收获。

据新华社杜尚别10月12日电 （记者
白洁 周良）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下午，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尚别会见阿富汗首
席执行官阿卜杜拉。

李克强指出， 中方希通过对接发展
战略、 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阿和平重建与
民生改善， 支持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赴阿
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阿同地区国家
互联互通。愿同阿加强反恐合作、人员培
训， 推进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合
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李克强会见多国政要

� � �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记者 王亮）
今天， 中国足球队在苏州与来访的印度
队进行了一场“地球德比”。国足未能踢
出高水平，加上运气不好两中门梁，与印
度队0比0握手言和。

为备战2019年1月的亚洲杯， 国足
近期安排了两场热身赛， 一场是今天对
阵印度队，另一场是10月16日对阵叙利
亚队。

前两个国际足联比赛日，国足的战绩
为1平1负，1个进球也没有。此番国足在主
场迎战实力相对平庸的印度队，期待用一
场胜利“提提神”。中印作为世界前2位的
人口大国，人口加起来超过27亿，占据世
界总人口的36%，所以国内外媒体赛前将
本次热身赛戏称为“地球德比”。

全场比赛，国足占据明显优势，但就
是不进球， 包括郜林和武磊下半场先后

击中球门横梁。 印度队全场也没有获得
多少机会， 足球大部分时间被低效率地
传来传去。“地球德比”的戏称很反讽，光
看名字颇有地球最强两支球队激情碰撞
的气势，但实际比赛质量难以恭维。

本场比赛，中国足协为郑智、郜林两
名球员举办了代表国足出战100场的纪
念仪式，可惜国足未能取得胜利，弄丢了
最好的纪念礼物。

“地球德比”0比0收场� � �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通讯员 黄泊
远 记者 王亮)今天，2018中国新能源汽车
拉力锦标赛环洞庭湖站展开了益阳至南
县赛段的争夺。本赛段进行的是直线加速
赛和定速拉力赛， 在100米的直线加速赛
中，所有车辆被分为混合动力组和纯电动
组，两组别同时发车进行速度与激情的比
拼，各款车型的性能一览无遗。比赛中，个
别新能源汽车在短短4至5秒的加速时间
里，速度就能达到100公里/小时，加速性
能堪称跑车级别，让现场观众大开眼界。

热身赛国足得势不得分新能源汽车加速堪比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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