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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10月13日电 当
地时间12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德
满都出席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举行的盛大
欢迎宴会。尼泊尔副总统普恩、总理奥利、
首席大法官拉纳、联邦议会联邦院主席蒂
米尔西纳，全体内阁成员、主要政党领袖、
多名议员、政府高级官员、前政要以及各
界代表出席。

班达里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 代表尼
泊尔政府和尼泊尔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到访

表示最热烈的欢迎。班达里表示，习近平主
席这次访问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 尼泊尔人民向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
祝贺和最诚挚的祝愿。 中国领导人的远见
卓识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铸就了中
国今日之辉煌。 相信中国必将继续向前发
展，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地理
条件使尼中两国成为邻居， 历史和人文纽
带使我们成为亲密朋友。 尼中两国始终相
互信任、相互尊重，尼中友谊牢不可破，像

海一样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高。相信未来
尼中友好前景将更加广阔。

习近平在致辞中说，这是我第一次到
访“光荣之城”加德满都，见到许多老友新
朋，目睹尼泊尔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
内心充盈喜悦，满怀期待。中尼建交半个
多世纪以来，双方携手同行，树立了邻国
友好交往的典范。我和班达里总统共同决
定，双方本着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精神，建
立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我期待实现两国更加紧
密的政治关系、构建两国更加便捷的联通
网络、 夯实两国更加牢固的民意基础、开
展两国更加丰富的多边合作。 我很高兴，
我的这些期待都同尼泊尔领导人达成了
共识，绘就了中尼关系的新蓝图。我常说，
“一张蓝图绘到底”。 让我们携手努力，共
同书写两国关系新的未来。祝愿尼泊尔繁
荣昌盛，人民幸福，祝愿中尼两国和两国
人民世代友好。

习近平出席班达里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 � � �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10月13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3日在加德满都下榻饭店
会见尼泊尔共产党联合主席普拉昌达。

习近平表示， 普拉昌达主席是尼泊尔
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
友，为中尼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去年，
你同奥利总理作出政治决断，联合组建尼泊
尔共产党，开启了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

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中尼山水相连、唇齿
相依。中方感谢尼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
题上长期给予坚定支持，愿继续深化同尼泊
尔全方位合作，为尼泊尔发展提供支持和帮
助，实现两国关系更大发展。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
党、加强执政党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
基本经验。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尼泊

尔共产党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愿同
尼共加强党际交往， 建立定期交流机制，相
互借鉴党建和治国理政经验， 构建相互尊
重、求同存异、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

普拉昌达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
尼泊尔，祝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表示中
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前所未
有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尼共对

此十分钦佩，相信并祝愿中国共产党继续
领导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顺利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尼方希望同中国共产
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希望借鉴中共治国
理政成功经验。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
使尼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助力尼泊尔
实现国家发展繁荣。

习近平会见尼泊尔共产党联合主席普拉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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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白旭 周盛平 毛鹏飞

67岁的尼泊尔萨卡集团副总裁
基兰·萨卡说， 他的父亲已经记不
得开始到中国做生意的确切时间
了。 不过， 在过去长达半个世纪的
时间里， 他们这个家族已和中国紧
紧连在一起。

“这些年我们生意越做越大，
也见证了中国日益发展壮大。” 日
前， 萨卡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 “面向未来， 我很确定， 我们
和中国的合作越来越重要”。

萨卡的父亲已经92岁了，第一次
去中国还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那时在尼泊尔， 和中国做生
意的人很少， 我父亲希望能够尝试
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 他到中国进
口了织物染料回来销售。” 萨卡说。

随着生意越做越好，萨卡父亲进
口商品的种类也在增加：雨伞、纺织
品、化学产品以及电子产品。“1977年
前后， 他开办了一家方便面工厂，设
备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萨卡说，这意
味着不再纯粹做进口贸易。此后萨卡
父亲还开办了钢铁厂等其他一些工厂， 原材料也都来自中
国。

父亲渐渐忙不过来了， 萨卡加入进来， 并在上世纪
80年代创建了一家服装厂， 一些配件比如拉链和纽扣等
都是从中国进口。

他们去中国的次数多到数不清， 萨卡也结交了不少
中国朋友。 “中国人办事认真， 效率高。” 他说。

随着在中国的“朋友圈” 不断扩大， 萨卡的事业有
了新的拓展。 去年， 萨卡与成都一家律师事务所建立了
联系， 今年9月， 双方合作在尼泊尔成立的律师事务所
完成注册。 “现在来尼泊尔的中国公司越来越多， 需要
我们这样的律所提供法律咨询。” 萨卡的太太、 学法律
出身的库苏姆告诉记者。

受家人影响， 萨卡的儿子10年前也开始从事与中国
有关的外贸生意。 从吉利汽车到北京吉普、 无人机， 所
经营的产品越来越多。 “中国的吉普车非常好开， 适合
尼泊尔这样的山地国家。” 萨卡说。

多年来， 中尼各领域交流合作密切， 萨卡一家三代
的经历， 正是中尼合作发展的一个缩影。

尼泊尔知名学者尤巴拉杰·桑鲁拉告诉新华社记者，
“中国制造” 在尼泊尔随处可见、 广受欢迎， 中国企业
在尼泊尔投资创造了就业机会， 现代农业、 电信、 基础
设施建设等满足了尼泊尔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包括他自己在内， 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中文。

“尼泊尔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实实在在的益
处。” 尤巴拉杰说， 他希望“一带一路” 和跨喜马拉雅
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能够带给尼泊尔更多发展机遇。

“如果你到街上随便问问， 你就会了解人们对中国
的好感。 我希望我们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能够一直继续
下去。” 萨卡说。 （新华社加德满都10月13日电）

� � �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在中国少年先
锋队建队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
中央向全国亿万少先队员， 向为党的少年儿
童事业辛勤工作的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

队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 在党

的领导下，少先队坚持组织教育、自主教
育、实践教育相统一，为党和人民事业薪
火相传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 少先队应该是少年儿童
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
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热
爱中国共产党，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

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
精神，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
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强调，全党全社会要重视少先
队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和保
障，为少先队员健康成长和少先队事业发
展创造条件。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职
责，团结带领少先队牢记初心使命，始终
听党的话、跟党走，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
和领导，并委托共青团直接领导的中国少
年儿童群团组织。1949年10月13日成立
以来， 少先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
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根据少年儿童时代
特点，生动活泼地开展实践活动，培养了
一代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目前，
全国约有6到14周岁少先队员1.3亿人。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强调

� � � �值此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之
际， 我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亿万少先队
员， 向为党的少年儿童事业辛勤工作的
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 ，表
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少先队坚持组
织教育、自主教育、实践教育相统一，为党和
人民事业薪火相传作出重要贡献。

少先队应该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应该是建设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 新时代少先队
员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
树立远大理想， 培养优良品德， 勤奋学习知
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从小学先
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全党全社会要重视少先队工作 。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和保障， 为少

先队员健康成长和少先队事业发展创造
条件。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职责，团
结带领少先队牢记初心使命， 始终听党
的话、跟党走，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习近平

2019年10月13日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贺 信

从小学先锋 长大做先锋 努力成长为
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