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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6月21日下
午， 在结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国事访问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习近平回到北京。
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夫人彭丽

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

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杨洁篪，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

长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
抵达。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71 2 4 9 8 4 8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23058362.1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165 1 1 2
排列 5 19165 1 1 2 0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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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9年6月20日至21日， 中共中央总
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应邀对
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向随行记者介绍了
此访情况。

宋涛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时机
特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访问是在世界
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形势发生
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次重大外
交行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此访恰逢
中朝建交70周年的历史节点，也是习近平
总书记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首次
访朝， 对于新时代中朝关系发展具有继往
开来的重大意义。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此访
正值半岛和平对话进入关键时期， 对于推
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维护半岛和平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受到朝方的高度重
视和隆重热烈欢迎。 金正恩委员长偕夫人
亲自到机场迎送， 并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
记和夫人出席各场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同
金正恩委员长利用会见会谈等多个场合，
进行了友好、坦诚、深入的交流，就谱写中
朝友谊新篇、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达成重要
共识。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同朝鲜广
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系列友好接触和交
流，平壤数十万民众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
舞、夹道迎送，几万名朝鲜演员和群众专门
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精心排演了大型团体
操和艺术表演，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朝鲜党、
政府、人民对中国党、政府、人民的深厚情
谊，生动诠释了中朝友谊的旺盛生命力。

宋涛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此访是一次
友好之旅、和平之旅，表明了中方致力于巩
固中朝传统友谊、 支持朝鲜实施新战略路
线、 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坚定决
心。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并予以积极评价，
普遍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时机关
键、意义重大，引领各方为推动半岛对话增
添了正能量、注入了新动力。

宋涛强调，访问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圆满成功。主要成
果体现在3个方面：

一、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
旗定向，引领中朝友谊开启新篇章

中朝传统友谊由双方老一辈领导人亲手
缔造、精心培育。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保持着
密切往来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访
问， 不仅实现了中朝双方最高领导人在建交
70周年重要节点进行历史性互访， 也实现了
短短15个月内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委员长
第五次会晤，书写了中朝高层交往又一佳话。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
对于中朝关系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访问中，
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委员长就进一步发展
中朝关系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重要共识，
为推进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擘画
了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回望历史、展望未来，在
总结中朝关系70年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指出
中朝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党和
政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好、巩固好、发展
好中朝关系， 愿同朝方共同开创中朝关系的
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主要媒体发
表署名文章，表达了“传承中朝友谊，续写时代
新篇章”的良好愿望。访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还在金正恩委员长陪同下参谒了中朝友谊
塔，共同缅怀先烈，弘扬传统友谊。金正恩委员
长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朝关系发展规律的
总结，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
问，是对朝鲜党、政府、人民的巨大政治支持和
鼓舞，向全世界充分展现朝中友谊牢不可破。
双方一致同意，要进一步密切高层互访、加强
战略沟通， 推动中朝传统友谊和两党两国关
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二、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
鉴，赋予新时代中朝关系新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委员长深入交
流了两国各自社会主义建设情况。 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评价朝方实施新战略路线取得
的积极成果， 表示金正恩委员长作出坚持
新战略路线、 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政治决
断， 开启了朝鲜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时
期，符合朝鲜根本利益和时代潮流，得到了
朝鲜人民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普遍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方坚定支持朝方走
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愿同朝方加强
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 推动两国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金正恩委员长
对习近平总书记深表感谢， 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关注朝鲜社会主义建设， 关心朝鲜经
济民生发展， 坚定了朝鲜党和人民对自己
事业的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委员
长对未来中朝关系发展进行了具体规划，
一致同意以纪念中朝建交70周年为契机，
拓展务实合作， 深化友好交流， 开展好农
业、旅游、教育、卫生、体育、媒体、青年、地
方等领域交流合作，服务两国发展事业，增
进两国人民福祉。

三、展示负责任大国担当，为
半岛政治对话进程注入新动力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中国一直秉持负
责任大国担当，始终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坚持通
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并为
此积极劝和促谈， 为巩固半
岛对话缓和势头、 推进半岛
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发挥了积
极的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总
书记同金正恩委员长围绕如
何看待当前半岛形势、 如何
维护半岛对话进程进行了深
入坦诚的交流。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 半岛形势关乎地区
和平稳定， 对话解决半岛问
题是正确选择， 要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角度来准确把握形
势走向， 切实维护半岛和平

稳定，为政治解决半岛问题、实现地区长治
久安积累和创造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积极
评价一年多来朝方为实现半岛无核化、重
新开启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作出的努
力， 强调中方愿同朝方及有关方加强沟通
和协调， 共同推动半岛问题对话协商取得
进展， 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积
极贡献。 金正恩委员长感谢习近平总书记
的积极表态，表示将保持耐心，管控好半岛
局势，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为朝鲜发展营造
良好外部环境。 希望有关方同朝方相向而
行，探索符合各自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
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取得新进展。

宋涛最后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周边
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维护周
边安全稳定事关我国战略利益。 面对当今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地区各国人民谋
和平发展、求合作共赢的殷切期盼，我们要以
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 秉承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秉承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坚持不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平壤6月21日电）

谱写中朝友谊新篇，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谈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20日至21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
问，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朝鲜人士以及多国专家
表示，习近平在中朝建交70周年的历史节点访问朝
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进一步巩固了中朝传统友
谊， 对于新时代中朝关系发展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
意义，对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维护半岛和平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平壤街头，人民班（相当于中国的居委会）班
长严善姬刚刚和其他民众一起手举鲜花送走习近平
总书记的车队。她告诉新华社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访
问朝鲜， 包括她在内的全体朝鲜人民都感到无比高
兴，此次访问意义重大。她期待朝中两国能不断加深
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朝中友谊能世世代代永远传
承下去”。

平壤机械综合大学学生李木兰告诉记者， 她一
直关注着习近平总书记访朝的消息，因为“这是两国
间的一件大事”。 她说：“中国是朝鲜最亲近的邻邦。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朝鲜一直很关注与
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 我也希望将来学好中文后能
多读中国书、多了解研究中国。”

越南共产党中央宣教部前副部长、 越南前驻华
大使陈文律认为， 此访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时隔14年再次访问朝鲜， 也正值中朝建交70周年，
将对中朝友好关系起到巩固促进作用，意义重大。

多国专家学者还关注到双方领导人在此访期间
展示出的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坚定决心。

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表
示，习近平此次访朝，为朝鲜半岛以及地区长久和平
稳定做出了贡献。

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刘迪认为， 这次访问再次凸显
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积极、建设性作用，相信此访
一定会促进朝鲜半岛乃至东亚的和平稳定。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道格拉
斯·帕尔（包道格）表示，习近平在中朝建交70周年
之际访问朝鲜，显示出中方对中朝关系的重视。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于洁表
示，此次访问恰逢其时，再次表明中方愿意作为负责
任的大国推动稳定半岛地区局势。

巩固传承中朝友谊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 � � �———朝鲜人士及多国专家热议
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