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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欧关系提供战略引领
——解读习近平主席同德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新华社记者 温馨 邹多为

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以视频方式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
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
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行会
晤，就中欧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为下阶
段中欧关系规划方向，确定重点领域。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欧双方在
特殊时期开展互动的全新实践，不仅
为中欧关系发展提供战略引领，也为
促进“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及全
球治理贡献力量。

为中欧关系发展进一步
明确方向

“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正站在
新的十字路口”“越是面对这样的形
势，越要牢牢把握相互支持、团结合作
的大方向，越要坚定不移推动中欧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就推动中欧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提出 4 点倡议：坚持和
平共处，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多边主
义，坚持对话协商。分析人士指出，这

“4个坚持”进一步明确了中欧关系的
发展方向，充实了中欧关系的内涵，有
利于激发双方合作新的活力和潜力。

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
代拉说，今年是中欧建交45周年，中欧

之间有一系列重大外交议程。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阻断中欧双方的
沟通交流。无论是双方高层以视频、通话
等形式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还是一段时
间以来富有成效的抗疫合作，都充分展
示了中欧双方推进关系发展的决心。

“中欧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多
于分歧，互利共赢是中欧合作的本
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陈凤英说，双方在会晤中没有回避问
题和误解，即使涉及到中国内政，中方
坚决反对外部干涉，但作为伙伴，中方
依然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阐明原则立
场，以开放的心态同欧方进行沟通。

同时，欧方也坦承自身在人权方
面存在问题，希望同中方本着平等和
相互尊重的原则开展对话，增进相互
了解，妥善处理差异和分歧。

“加强中欧合作是出于中欧关系发
展的现实考量，同时也希望中欧关系的成
功给其他国家作出表率。”甘巴尔代拉说。

为中欧务实合作注入新的
动力

“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配
合，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共同
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要加强疫苗研发
合作，努力让疫苗成为普惠可及的全
球公共产品”“要有序恢复人员往来，
为货物跨境流动提供便利”“在充分尊

重非洲国家意愿基础上，积极开展对
非三方合作”……会晤中，习近平主席
就下一步中欧合作提出一系列倡议。

分析人士指出，中方的倡议释放
出真诚合作的积极信号，给中欧企业
界、投资界投下“定心丸”，为世界经济
复苏注入信心和动力。

会晤中，中欧双方宣布签署《中欧
地理标志协定》，确认加快中欧投资协
定谈判，实现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中
欧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和数
字领域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合作
伙伴、数字合作伙伴关系。分析人士指
出，通过这些丰硕的会晤成果可以看
出，中欧双方在推动务实合作方面有
着强烈的意愿和高度的共识。

陈凤英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将为中国有关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提
升市场知名度提供有力保障。根据协
定，中国相关产品有权使用欧盟的官
方认证标志，这有助于相关产品获得
欧盟消费者的认可，进一步推动中国
相关产品对欧出口。“当然，对欧盟相
关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而言也是一样。”

在甘巴尔代拉看来，会晤成果令人
振奋。他说，绿色和数字化发展是深化
中欧合作的重要驱动力，双方领导人就
环境、气候和数字主题开展高层对话、
达成共识符合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
中欧双方，更将助益世界经济发展。

“这些成果和共识，为世界经济早

日走出衰退实现复苏注入了稳定性和
确定性。”欧盟中国商会会长周立红说。

共同发出维护多边主义的
时代强音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和国际体系，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
区热点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是捍卫多边主义的中国强音，
也是完善全球治理的国际共识。

会晤中，欧方领导人也表示，当今
世界需要欧中加强团结合作，共同维护
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更加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这符合
欧中双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分析人士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
多边与单边、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
的重要抉择。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
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不仅要共同推动
国际社会团结抗疫，重振世界经济，更
要共同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将世界拉
回到“丛林时代”。

“当前，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
区都面临着发展不足的问题，即便是发
达国家也同样面临一些凭一己之力无
法解决的挑战。因此，把握时代主题，推
动多边合作，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
是完善全球治理的唯一正确方向。”陈
凤英说。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抗疫斗争伟大实践
再次证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
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
的强大力量。”在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
价在这次抗疫斗争中 14
亿中国人民铸就起团结一
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
防线，强调只要不断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始终继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一
定能够建设好全国各族人
民的精神家园，筑牢中华
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
的思想基础。

人心齐，泰山移。在这
场严峻斗争中，全国各族
人民和衷共济、风雨同舟，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凝聚
起坚不可摧的磅礴之力，
构筑起阻击病毒的钢铁长
城。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

“天使白”“橄榄绿”“守护
蓝”“志愿红”迅速集结，

“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
不退我不退”，各条战线的
抗疫勇士临危不惧、舍生
忘死，全国人民把个人冷
暖、集体荣辱、国家安危融
为一体，展现了敢于压倒
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
所压倒的顽强意志，绘就
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
卷。中国人民在抗疫斗争
中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意
识、自律观念、奉献精神、
友爱情怀，充分彰显了加
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大意义，充分印证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强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
的深厚底蕴。

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舍小
家为大家、先国家后个人，是中华文化的
基因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是把中华儿
女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精神力量。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人历来抱有家
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

舟，倡导守望相助、尊老
爱幼，讲求自由和自律统
一、权利和责任统一。”新
中国成立70多年来，从抵
御地震、洪水、泥石流、雨
雪冰冻等重大自然灾害，
到抗击天花、血吸虫病、
疟疾、非典等重大疫情，
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在
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
起，就在于有党和人民的
坚强团结，有同舟共济、
万众一心的民族文化传
承。历史和现实充分表
明，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
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
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引领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
泉，是驱动中国号巨轮乘
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
引擎。

一个民族要实现复
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
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
量。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
险挑战，面对艰巨繁重的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
必须建设具有强大生命
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大
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
文化软实力，巩固中国人
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
荆斩棘、奋勇前进的思想
基础。要把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
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
础工程，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
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
认同和行为习惯。要结合
新的时代条件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
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

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从抗疫斗争伟大实践中汲取凝聚人心、汇
聚民力的强大力量，融入各项事业中去，
中华民族一定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
挺立潮头，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书写
更加壮丽的时代篇章。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载9月16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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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通知》

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国务

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坚决制止耕
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强化监
督管理，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
坚决守住耕地红线。

《通知》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
重要基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耕
地保护，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严格耕
地保护的政策措施，但一些地方仍然
存在违规占用耕地开展非农建设的行
为。《通知》明确提出六种严禁的耕地

“非农化”行为：
一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

林。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
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
作层的植物。违规占用耕地及永久基
本农田造林的，不予核实造林面积，不
享受财政资金补助政策。

二是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
要严格控制铁路、公路两侧用地范围
以外绿化带用地审批，道路沿线是耕
地的，两侧用地范围以外绿化带宽度
不得超过 5 米，其中县乡道路不得超
过3米。不得违规在河渠两侧、水库周
边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超标准建
设绿色通道。禁止以城乡绿化建设等
名义违法违规占用耕地。

三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

景。禁止以河流、湿地、湖泊治理为名，
擅自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挖田造
湖、挖湖造景。不准在城市建设中违规
占用耕地建设人造湿地公园、人造水
利景观。

四是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
大自然保护地。新建的自然保护地应
当边界清楚，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自然保护地以外的永久基本农田
和集中连片耕地，不得划入生态保护
红线。

五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
建设。不得违反规划搞非农建设、乱占
耕地建房等。巩固“大棚房”问题清理
整治成果，强化农业设施用地监管。加

强耕地利用情况监测，对乱占耕地从
事非农建设及时预警，构建早发现、早
制止、严查处的常态化监管机制。

六是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各
地区不得通过擅自调整县乡国土空间
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审批。对
各类未经批准或不符合规定的建设项
目、临时用地等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
农田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责令限期
恢复原种植条件。

《通知》要求，要全面开展耕地保
护检查，将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开
展绿化造林、挖湖造景、非农建设等耕
地“非农化”行为纳入省级政府耕地保
护责任目标考核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