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25
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就国产新型万吨级驱逐舰南昌
舰、中俄“海上联合-2019”联合军演等问题答记者问。

在回答记者关于舷号为“101”的国产新型万吨级驱逐
舰南昌舰相关问题时，任国强说，两代101舰是人民海军发
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缩影。23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顺利举行， 国产万吨级驱逐
舰在阅舰活动中正式亮相。055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南昌舰，
已经完成建造和大部分海试工作，即将加入人民海军序列。

任国强说，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中俄两国海军将于4
月29日至5月4日在中国山东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代号为“海上
联合-2019”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次海上联演的课题是“海上联
合防卫行动”，中俄双方共出动潜艇2艘、水面舰艇13艘、固定翼
飞机7架、直升机4架和陆战队员80人参演，演习分为联合行动
筹划准备、海上联合行动实施、总结闭幕三个阶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南昌舰即将加入海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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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向越共中央
总书记、 国家主席阮富仲致唁电， 代表
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

越南前国家主席黎德英逝世表示沉痛的
哀悼， 向其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 黎德英同志为越南国
家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两国关

系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 他的逝世使越
南人民失去了一位卓越领导人， 也使中
国人民失去了一位老朋友。

习近平表示， 相信在阮富仲总书

记、 国家主席同志坚强领导下， 越南
党、 政府和人民必将化悲痛为力量， 在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
就。

越南前国家主席黎德英逝世

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致唁电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今天从湖南金健米
业男篮了解到，球队已与曾效力于NBA湖人队的贾巴里·布朗
正式签约。他也是新赛季金健米业男篮签下的第一名外援。

上个赛季，金健米业男篮战绩进一步提升，夺得NBL联
赛亚军，今年目标直指总冠军，因此在休赛期不断招兵买马。
此前，球队的国内球员阵容已经确定。在距离新赛季不到一
个月的时候，首个外援终于浮出水面。

布朗身高1米93，2014年参加NBA选秀，曾效力于NBA
湖人队、CBA佛山队和吉林队。2014至2015赛季效力湖人队
时，他场均出战29.9分钟，能拿到11.9分。2016至2017赛季效
力于CBA吉林队时，他在场均30.5分钟的出场时间里，能得
到33.9分，位居CBA联赛得分榜前列。还有消息称，金健米业
男篮正在接触前NBA球星OJ梅奥。

4月26日晚19时30分，金健米业男篮将在长沙民政学院
大运馆与湖南师范大学篮球队进行一场热身赛，这是金健米
业男篮全新阵容的首次亮相。

根据赛程安排， 新赛季NBL联赛将于5月19日揭幕，金
健米业男篮将在客场对阵福建闪电队。

前湖人球员布朗
签约金健米业男篮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中央宣传部25日向全社会发
布河钢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的先进事迹， 授予他们
“时代楷模”称号。

中国河钢集团与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合作运营项目启
动三年来， 河钢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9名工作人员勇于担
当、忠诚履职，把发挥中方企业营销服务网络优势与挖掘塞方企
业内部潜力结合起来，使企业扭亏为盈、重获新生，成为塞尔维亚
就业人数最多的企业和第一大出口企业。他们面对跨文化企业整
合难题，因地制宜、善作善成，创造性提出用人本地化、利益本地
化、文化本地化的海外经营策略，营造了中塞员工通力合作、共同
奋斗的良好局面，促进了“中塞一家亲”。他们扎根异国他乡，自觉
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艰苦奋斗、敬业奉献，展现
了国企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和中国人民的良好形象。

河钢塞尔维亚管理团队
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 � �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一
带一路” 热度不断攀升。 近6年来，
“一带一路” 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
愿景转化为现实， 越来越多的国家
热烈响应。

来自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领
导人纷纷对“一带一路”给予高度评
价，认为“一带一路”是连接世界的
桥梁，带来前景广阔的共赢发展。

连接世界的一座桥
“‘一带一路’倡议用一座多边的

桥梁将各国连在一起，旨在构建国际
合作新模式、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共同
发展。”

在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看来，
中亚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占中心
位置， 三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走廊中有
两条穿过中亚地区。“‘一带一路’倡议
帮我们这个没有出海口的国家进入世
界市场。”

“一带一路” 是连接世界的桥
梁，缩短了各国间的路程。芬兰总统
尼尼斯托认为，有了“一带一路”，亚
欧的距离缩短了。举例来说，中远海
运“天恩”轮可在芬兰取道北极东北
航道返回中国， 相比传统航线缩短
三分之一航程、节省约300吨燃油。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维度
“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

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维度”，倡导在全
球化背景下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
设。 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指出，“一
带一路”是面向未来的倡议，大家都
可以从改善和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中
受益。

“一带一路”倡议为经济较薄
弱且渴望获得投资的国家带来新
的机遇。柬埔寨首相洪森提到了该
国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该区有
161家公司， 创造了超过两万个就
业岗位。 这是柬中两国“‘一带一

路’合作丰硕成果的证明”。

开垦人类的美丽花园
谈到各国共建“一带一路”，尼

泊尔总统班达里用了一个生动比
喻：好似“在开垦人类的美丽花园”，

“世界充满多元文化，文化间需要彼
此尊重；就像一个花园，要自然、好
看的话，就需要把不同大小、颜色的
花朵种植在一起……‘一带一路’提
供了这样的机会和平台， 把不同社
区、文化和文明连接在一起，促进它
们和谐共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出
席本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期间主持一个有关绿色发展的讨
论会。他认为，广阔的国际投资和合
作空间，使“一带一路”成为非常重
要的增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力
的机遇， 一个拓展绿色前景的重要
机遇。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联通世界的共赢之路
———全球领导人视野中的“一带一路”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肖丽娟）为了向世界
传达“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理念，由中国
和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万众一心架丝路金桥·迎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化展”，23日在北
京舒勇美术馆举办。

文化展以湘籍艺术家舒勇创作的“丝路金桥”
作为文化符号，对其近几年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
行全方位呈现，与国家会议中心“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现场展出的“丝路金桥”雕塑形成完整
的作品体系。“丝路金桥”继首届峰会后，再次成为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家会议中心主会
场唯一景观雕塑。此外，国瓷版的“丝路金桥”也摆
在参会各国元首工作午宴的桌子上， 向世界传达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理念。

据悉，“丝路金桥”长28米、高6米、宽4米，以赵州
桥为外形，融入世界各国国花，是以“一带一路”倡议
为语境的大型艺术作品，表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美好愿望。迄今为止，“丝
路金桥”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代表形象，先后亮相
2015年米兰世博会、2016年国庆长安街、2017年“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年哈萨克斯坦世博
会、2018年中非合作北京论坛，彰显了新时代中国面
向世界开放合作的姿态和决心。

“丝路金桥”再次亮相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 � � � 25日，作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12场分论坛
在北京举行。

数千名中外嘉宾汇聚一堂、畅所欲言，
分别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智库交流、廉洁丝绸
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
境外经贸合作区以及地方合作等主题深入
交流，为共建“一带一路”献计献策。

政策沟通
论坛形成60多项成果
政策沟通分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主办，主题为“深化合作共识，推动‘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

论坛共形成60多项高含金量成果，
包括发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
贡献与展望》7种外文版， 与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产能合
作、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文件，并推动
了一批务实合作项目。

设施联通
进入全面务实合作新阶段
设施联通分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交通运输部主办，以“安全畅通 智能
高效”为主题。

论坛上， 与会各方聚焦更高质量互
联互通深入交流， 认为设施联通已进入
全面务实合作新阶段，并就交通、能源、
电信等领域签署35项双多边谅解备忘
录、合作意向书、投资协议、合作项目。

贸易畅通
发出支持多边贸易体系声音

贸易畅通分论坛由商务部主办，海
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进出口银
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协办。

围绕“开放包容，创新引领，深化‘一

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主题，与会嘉宾
积极肯定“一带一路”合作在经贸领域取
得的重要成果，并表示在单边主义、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 期待进一步深
化全方位经贸合作，推动“一带一路”贸
易畅通向高质量发展。

资金融通
推进可持续性融资

资金融通分论坛由财政部和中国人
民银行共同举办， 与会各方就完善政策
标准体系， 推进可持续融资等议题进行
深入探讨，达成多项共识。

论坛达成一系列成果，包括财政部正式
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联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8家国际机构
共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等。

民心相通
构建高质量民心相通格局
民心相通分论坛由中联部主办。论

坛围绕“共促民心相通 共话民生合作
共创美好生活”主题，总结了“一带一路”
建设在民心相通领域取得的成果， 研商
规划未来重点发展方向。

论坛启动了“丝路一家亲”行动，推
动沿线各国社会组织共同开展民生领域
合作。 来自沿线国家的普通民众代表还
现场分享了参与民心相通的感人故事。

智库交流
发挥智库独特优势

智库交流分论坛由中宣部主办，主
题为“共享人类智慧，共促全球发展”。

参会嘉宾分为智库、媒体两个组别，
围绕“一带一路”规划共商对接、国际规
则体系共建、 全球经济包容普惠共享发
展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
特别是如何发挥智库在共建“一带一路”

中的独特优势，进行了热烈讨论。

廉洁丝绸之路
发起北京倡议

廉洁丝绸之路分论坛由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主办，外交部协办。

论坛以“共商共建共享廉洁丝绸之路”
为主题， 探讨建设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提
升企业廉洁合规经营能力，共建“一带一路”
反腐败和法治交流合作平台。论坛上，中国
与有关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工商学术界代表
共同发起《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并签署
系列反腐败合作谅解备忘录。

数字丝绸之路
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活力

数字丝绸之路分论坛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来自
8个国家的15家企业就8个新签约合作项
目进行了文本交换。

论坛主题为“共建21世纪数字丝绸之
路”， 与会代表围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
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
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
算、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展开深入讨论。

绿色之路
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绿色之路分论坛由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发
展改革委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绿色‘一带
一路’，携手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论坛宣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
联盟正式成立，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合作打造了政策对话和沟通平台、 环境
知识和信息平台、 绿色技术交流与转让
平台。论坛还正式启动了“一带一路”生
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 发布了绿色高
效制冷行动倡议、 绿色照明行动倡议和
绿色“走出去”行动倡议。

创新之路
广聚创新之力

创新之路分论坛以“携手创新，共创未
来”为主题，由科技部主办，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协办。

与会各方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
展科技创新合作建言献策， 提出要更好
对接发展需求， 广聚创新要素资源，将

“一带一路”创新之路建设提升到更高水平。

境外经贸合作区
创造健康有序发展新空间
境外经贸合作区分论坛以“携手共建

境外经贸合作区，推动‘一带一路’国际投
资合作”为主题，由商务部主办，农业农村
部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协办。

论坛上，与会代表达成共识，表示今
后可重点在政策对接、规划引导、融资创
新、服务便利上加强合作，为境外经贸合
作区健康有序发展创造新的更大空间。

地方合作
持续推动民生改善

地方合作分论坛由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主
题为“深化地方合作，共享发展成果”。

论坛见证了14项中外地方合作协议
的签署，涉及友城结好、人文交流、经贸
合作等多个方面， 传递出各方合力加强

“一带一路”地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信号。

“12场分论坛分别推动、宣传、展示一
批成果，包括双边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
忘录、合作规划，产能和第三方市场合作、
项目清单等，成果丰硕。”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秘书长苏伟在就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分论坛相关情况举行的媒体
吹风会上说。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新成果 新阶段 新机遇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2场分论坛成果丰硕

� � �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4月25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25日在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普京
在会晤后表示，俄罗斯将继续致力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普京和金正恩当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举
行一对一会晤。会晤持续近两个小时，大大超过原定的50分
钟时间。双方政府官员随后参与扩大会议。

普京在会晤后说，双方就如何让半岛局势拥有更广阔的
前景进行了讨论。

金正恩说，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表示，
希望同普京继续保持“有益、建设性的”对话。

普京在会后的晚餐上说，俄方坚持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
问题，并将继续致力于缓解半岛紧张局势，巩固整个东北亚
地区安全。

普京在晚餐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半岛问题相关方
应该尊重彼此利益，才有机会解决半岛问题。遵循国际法、放
弃“拳头法”是解决半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关键。

应普京之邀，金正恩24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始对
俄罗斯进行访问。 这是金正恩自2011年当政以来首次与俄
罗斯总统举行会晤。

普京与金正恩举行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