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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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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主席胡锦涛 !$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与来华进行正式访
问的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会谈!

胡锦涛说"建交 %&多年来"中欧
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取得了长足发展!双方高层交往频繁"

各级别对话富有成效" 各领域合作成
果丰硕"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也
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协调! 中欧关系的
发展促进了各自的发展与繁荣" 对国
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方始
终从时代发展和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
系"我们愿与欧方一道"进一步规划和
把握好中欧关系发展大局" 把中欧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

范龙佩说"欧洲理事会十分重视
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欧方愿意本着相
互合作#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精神"

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欧中关系和全
球经济发展!

胡锦涛说"政治上"双方要保持高
层交往势头" 进一步加强战略对话和
政策沟通" 深化双边和多边事务的协
调与合作"努力发展相互尊重#友好互
信的平等伙伴关系" 推动中欧关系不

断取得新进展!经济上"双方要抓住机
遇"深挖潜力"加强贸易#金融#创新#

研发#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不
断培育新的增长点" 着力推进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中方将
继续为欧盟国家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提
供便利!希望欧盟采取积极措施"扩大
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 承认中国市场

经济地位" 为中国企业赴欧盟国家投
资经营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使中欧
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人文上"双
方要扩大文化#教育#科研#智库#媒体
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开展形式多样
的交流活动"共同办好$中欧青年交流
年%和$中欧文化间对话年%"加深相互
了解和友谊"积极构建相互借鉴#富有

特色的和谐伙伴关系" 为中欧友谊的
巩固和发展不断充实新活力!

范龙佩说" 欧中决定建立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以来" 双方合作的深度和
广度不断拓展!双方不仅是经济伙伴"

而且是政治伙伴" 人文领域交往也在
不断加强! 欧中双方发展阶段和发展
水平各不相同" 但双方有着许多共同
点"在投资和贸易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在应对气候变化#金融#科技#城市化
等方面有着很大合作空间! 欧方愿意
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 扩大人文交
往" 共同保持市场开放" 避免保护主
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尽早取得成果!

范龙佩介绍了欧洲一体化建设
和经济形势"表示中国为保持欧元区
稳定#促进欧洲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
贡献"欧方对此表示感谢!

胡锦涛说"中方一贯支持欧洲一
体化建设"欢迎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欧盟是世
界重要经济体"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
伙伴"一个经济稳定#繁荣发展的欧
洲对世界#对中国都有好处! 无论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是欧洲可
以信赖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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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北重镇遵义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 '$号"一栋两
层楼房"坐北朝南"临街而立!

#$年前"在这栋小楼里召开的一次会议"深刻地改
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 成为中国革命的
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史称$遵义会
议%!

从此" 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

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四路红军总里程长达六万五千里的远
征"几多悲壮"几多慷慨"几多豪迈! 党和红
军曾一度面临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 当时不
会有人想到"他们的远征"会成为一部无与伦
比的史诗'他们的精神"会成为超越时空的巍
峨丰碑!

从 !'%(年 !&月到次年 !!月"面对国民
党军队重重$围剿%"四路红军先后离开养育
过他们的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
据地#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年 !!月 )#日至 !)月 !日" 中央
红军遭遇自出发以来的最惨烈一战&&&湘江
战役"空前悲壮!

仍居住在遵义城的 '$岁老人王道金是
长征亲历者! 他回忆道"湘江战役之后"中央
红军从出发时的 *+$万人锐减为 %万多人"

损失惨重!

!'%(年 !)月 !*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
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黎平县党史工作者谢俊泉说($黎平会议
讨论了之前在通道会议中涉及的红军进军路
线问题"争论十分激烈! 博古#李德等人仍坚
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毛泽东等人则主张向敌
人势力薄弱的黔北进军!双方互不相让"会议一直开到
深夜! %

终于有了结果&&&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采纳"决
定放弃原定计划"西进渡乌江北上!

!'%"年 !月 #日"红军攻克遵义! !"日至 !#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 %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
的意见"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
错误!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评了博古报告中谈到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

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会

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通过了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
委%等 (项决定!

遵义会议后" 红军在青杠坡地区对川军两个旅发
起猛攻!此战异常激烈!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山谷
里"%&&&多名红军将士阵亡! 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
利"红军奉命撤出战斗! 四渡赤水"由此拉开序幕!

时东时西"时进时退"四渡赤水的 !&&多天中"红
军作战方向变更达 !&次之多"最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
既定战略方针! 中央红军从此改变了第五次反$围剿%

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原馆长# 党史专家费侃如这
样描述遵义会议在党史# 革命史上的重要意义($遵义

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
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
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其意义极为深远! %

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遵义会议后"

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
骋(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
++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年 '月 !$日"党中央率领北上的红一#

红三军拿下并跨越拦阻他们由川入甘的最后天
险&&&甘肃迭部县东北铁尺梁下的腊子口!

'月 !*日"北上红军到达甘南交通重镇哈达
铺! 随后" 中共中央作出了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
重大决策!

!&月 !'日"中央红军,这时编为陕甘支队-

到达陕北吴起镇" 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 党
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落脚陕北" 中国革命站在了
新的起点上!

!'%$年 !&月"红一#二#四方面军"最终汇聚
在西北黄土高原"汇聚在抗日救亡的前线!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 从此有了一个让
中华民族至今为之骄傲的名字(长征!

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
产党和红军的骨干" 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长

征的胜利表明"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
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 是一支不
可战胜的力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在贵州遵义"在
甘肃腊子口"在陕北吴起"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掀起了
红色旅游热潮! 仅在遵义"今年以来游客已达 "&万人
次"比去年同期增 )&#以上!

遵义市委党校教授尹瑞华说"遵义会议精神"即使
在今天"依然富有时代内涵"应该世代继承和发扬! 而
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精神" 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前
进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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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
第二届 $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日在
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
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 .把握机遇#

深化合作#共创未来/的主旨讲话!

刘云山说"去年 "月"首届中欧政
党高层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为促进中
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积极贡献!现
在"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国际
金融危机后续影响仍在持续"中国和欧
洲分别出台 $十二五% 规划与 $欧洲

)&)&战略%" 这不仅关系到自身发展"

也将对世界经济以至全球经济治理产
生重要影响!中欧政党领导人再次相聚
北京"以$中欧合作的新机遇#新前景%

为主题"就双方发展的理念思路#目标
举措进行交流研讨" 对增进互信共识#

促进合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刘云山指出"中国$十二五%规划
与$欧洲 )&)&战略%有许多共同之处"

中欧存在诸多利益契合点" 双方务实
合作面临着新的机遇" 有着广阔的发
展前景!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我们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把经
济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 把科技进
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 把建设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
力点"努力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
谋发展!我们将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坚
定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与国际社
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共享发展机
遇!我们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以优良
党风凝聚党心民心"为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保证!

刘云山强调" 加强中欧政党对

话"促进中欧全方位#多领域合作"是
中欧各政党的共同使命! 希望与会嘉
宾坦诚交流探讨中欧开展务实合作
的途径办法" 为促进中欧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此次论坛是欧中政党在新形势
下一次重要的高层对话"为欧中政党
领导人围绕欧中未来发展战略及双
方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提供了重
要机会"必将对欧中政党交往和欧中
关系的长远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来自 !' 个欧洲国家的 %! 个政
党"以及 !个欧洲地区性政党和 "个
欧洲议会党团领导人出席论坛开幕
式! 论坛先后在北京#天津两地举办"

期间还将举办企业家经贸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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