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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9日电（记者
宋振远 王慧慧）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
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第
四届理事会成员。

习近平指出，10多年来，博鳌亚洲论
坛稳步发展，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凝聚亚
洲共识、促进亚洲发展、提升亚洲影响力
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也有力促进了中国
同世界的友好交流合作。本次年会以“亚
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探讨
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把握了亚洲发展的
脉搏，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将具有深刻启
示意义。

习近平指出，两年多来，我们立足中
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并
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
布局。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

理政方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强调，中国同亚洲和世界的关
系也在深刻变化，前途和命运更加紧密相
联。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推
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倡导结伴而不结盟的原则，推动形成
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将一如
既往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和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希望通过同世界加强交流合作获
取更大发展助力。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形
势下中国扩大全方位开放的重要举措，也
是中国着眼于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提出的方
案，致力于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开始进入
务实合作阶段，一些早期收获项目已经成
形，“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文件已经

制定。中方倡导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并迈出实质性步伐。中方还宣布出资
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这些倡议具有
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遵循通行国际规
则，按照现代管理模式运作，同既有机制
相互促进。希望博鳌亚洲论坛发挥自身
优势，为亚洲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巴基
斯坦前总理阿齐兹、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新西兰前总理希
普利、爱立信董事长约翰森、泰国前副总
理素拉杰先后发言。

福田康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
幕式上的演讲，从历史视角展开，谈到当
今亚洲和世界大势，展现了亚洲团结和平
发展的蓝图，为亚洲未来合作指明了方
向。我们感谢中国政府对论坛长期以来
的大力支持， 下转A02版▶

习近平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第四届理事会
成员时强调

中国愿为世界发展
提供更多中国机遇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9日电（记者
刘华 宋振远）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海
南省博鳌国宾馆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5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习
近平强调，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
中外经济合作也在同步提升，意味着给世
界各国及各国企业提供新的合作契机。中
国将越来越开放，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
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
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
服务的方向不会变。

40 位中外企业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会。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不
稳定、不确定、不均衡性依然突出，亚洲经
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步入
新常态，在这样背景下，我愿意听取企业家
们的意见。

中外企业家代表发言。沙特基础工业

公司董事长萨乌德亲王表示，这次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非常成功，希望各方加强利益整
合，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目标。

韩国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镕表示，中
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简政放权等措施
深化改革，中国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中国
政府官员工作更加勤奋，中国成为世界最
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三星集团致力于建
设扎根于中国本土的企业。

澳大利亚福蒂斯丘金属集团董事长弗
雷斯特表示，我的集团在中国业务发展很
快，同中国企业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中国
成为福蒂斯丘金属集团主要机械设备供应
国，我们在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开拓市场、收
获友谊。

美国德勤公司全球总裁阿尔蒙德表
示，我们在中国的业绩非常出色。我们致力
于员工本土化，帮助中国制定会计标准，协

助中国企业推进全球扩张计划，提供咨询
服务。我们愿意继续为“一带一路”建设，为
中国建设发展提供支持。

俄罗斯伏尔加资源公司创始人季姆琴
科表示，俄罗斯企业希望同中国进行更紧
密的利益融合。当前两国工商界相互了解
与合作不断深化，很多合作项目取得成
功。俄企业对俄中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
心，对俄中合作前景表示乐观。

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表示，民航业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空中桥梁，我们希望同
政府加强沟通，加快深化民航体制改革，促
进航空产业发展。

泰国正大集团（卜蜂集团）董事长谢国
民表示，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包括高铁在内
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国家发
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下转A02版▶

习近平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中外
企业家代表座谈时强调

中国利用外资
的政策不会变

新华社海口3月29日电（记者李斌）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世界卫生组织结核
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29日来
到海南大学，出席“艾滋病／结核病防治宣
传校园行——走进海南大学”活动。来华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赞比亚
总统夫人埃斯特、盖茨基金会主席比尔·盖
茨和部分驻华使节、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也
出席活动。

活动开始前，彭丽媛同比尔·盖茨举行
会见，充分肯定盖茨基金会在促进全球健
康、推动同中国公共卫生合作方面所作贡
献，希望基金会同中方深化在公共卫生领
域的合作。

随后，彭丽媛同埃斯特、比尔·盖茨等
走进学校礼堂，受到师生们热烈欢迎。彭
丽媛和来宾们观看了大学生志愿者同联合
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亲善大使等共同参与
的“关爱自己 远离艾滋”主题班会等表
演。比尔·盖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人先
后致辞。彭丽媛参与拍摄的艾滋病反歧视
公益短片《永远在一起》，展示志愿者风采的
舞蹈《美好青春我做主》， 下转A02版▶

“艾滋病／结核病防治宣传校园行”
走进海南大学

彭丽媛出席

谈开放政策：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
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

谈中国机遇：中国的市场机遇在扩大；中国的投资机遇在扩大；中国的绿色机遇在扩大；中
国对外合作的机遇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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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
彭丽媛来到海南大学，出席“艾滋病／结核病防治宣传校园行——走进海南大学”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3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集体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成员。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3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形势下中国扩大全方位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着眼于深化区
域经济合作提出的方案，致力于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这些倡议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
放性，遵循通行国际规则，按照现代管理模式运作，同既有机制相互促进。

因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报
道版面调整原因，每逢星期一出版的
《海南周刊》3月30日休刊一期，特敬
告读者。

小 启
《海南周刊》今日休刊一期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9日电（记
者傅勇涛 周慧敏）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
年会29日下午在海南博鳌落下帷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年会开幕
式，并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
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

本届年会以“亚洲新未来：迈向命
运共同体”为主题，共设置了77场正
式讨论，议题涉及宏观经济、区域合
作、产业转型、技术创新、政治安全、社

会民生等六大领域。区域合作话题历
来是论坛的重点，本届年会设置了较
为热议的亚投行、“一带一路”、东盟共
同体、东亚经济共同体等议题。

论坛秘书长周文重介绍说，出席
本届年会的正式代表为1772人，媒体
1014人，总规模为2786人，来自49个
国家和地区，参会的代表涵盖各大洲、
各主要经济体，既有产业界、教育学术
界、媒体人士，也有各国官方代表。论

坛年会举行期间，大家围绕年会主题，
在诸多热门领域、热点问题上形成广
泛共识，为今后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参加年会的许多嘉宾表示，经过4
天各种形式的深入交流和思想碰撞，大
家就涉及亚洲新未来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加深了解，取得共识：一个互信合
作、共同发展的亚洲，不仅符合亚洲的
利益，也必将有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性
增长和国际政治秩序的进一步稳定。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闭幕
共设置77场正式讨论，参会代表1772人，媒体1014人

本报海口3月 29日讯 （记者彭青
林）海南省今晚在海口宴请了刚刚结束博
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金砖国家大法
官对话”分论坛的嘉宾。中国首席大法
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出席，省委副
书记、省长刘赐贵致辞。

巴西最高法院院长里卡多·勒万多斯
基、俄罗斯最高法院法官弗拉基米尔·卡
门科夫、印度最高法院大法官贾格迪什·
柯哈尔，南非最高上诉法院大法官菲德瑞
克·布兰德，中国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长奚晓明出席。

刘赐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900
多万人民，向出席晚宴的金砖国家最高法
院的各位院长和大法官们，向各位远道而
来的嘉宾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他
说，今天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
会“金砖国家大法官对话”以“重典治污：
司法的力量”为主题，吻合论坛年会主题，
切合当今世界潮流。这是金砖国家务实
合作在司法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必将为
金砖国家在各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发挥重大促进作用。出席这次论坛的各

位大法官莅临海南，对环境问题和司法工
作进行探讨，并对海南在生态环境建设及
各方面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指导。

刘赐贵说，同一个地球，同一片蓝天，
人类的未来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海南追
求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也是要为海南人民
和中外游客创造低碳、绿色、环保、幸福的
生态环境。海南的优良空气天数占全年的
99.5%；海南本岛及近海海水一、二类水质
达到95%，管辖的南海200万平方公里海
域，基本都是一级水质；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61.9%。海南的大气、水体及土壤质量位
居全国前列，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省的
最强比较优势。这得益于海南历届省委省
政府都秉承生态立省观念，在谋发展、上项
目时首先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把生
态建设摆在第一位，把效益摆在第二位。
此外，海南还有全国唯一省级经济特区和
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建设国际旅游岛优势。

刘赐贵对最高人民法院给予海南省
各方面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

宴会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治良
主持，省政府秘书长胡光辉出席。

海南省宴请
金砖国家大法官
周强出席 刘赐贵致辞

狮城雨中送别李光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