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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深耕中东“朋友圈”习近平出访中东三国
1月19日至23日，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将对沙特阿拉伯、
埃及和伊朗进行国事访问。

1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埃及总统塞
西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习近平。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1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共同出席中沙延布炼厂投产启动仪式。
这是习近平和萨勒曼国王共同按下启动键，延布炼厂项目正式投产启动。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1月21日，在对
伊朗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伊
朗《伊朗报》发表题为《共创中伊关系美好明天》
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共创中伊关系美好明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我将应鲁哈尼总统邀请对伊朗进行国事访

问，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伊关系及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推动中伊关系迈上
新台阶。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伊朗，但同很多中国人
一样，我对你们古老而美丽的国度并不陌生，因
为丝绸之路早就把我们两个伟大民族联结在一
起。史书记载下一个又一个精彩故事。

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西汉时期，中国使
者张骞的副使就来到伊朗，受到隆重接待。7
世纪后的中国唐宋时期，许多伊朗人前往中国
求学行医经商，足迹遍及西安、广州等地。13
世纪，伊朗著名诗人萨迪记录下到中国新疆喀
什的难忘游历。15世纪，中国明代郑和7次率
领庞大船队远洋航海，其中3次到达伊朗南部
的霍尔木兹地区。

来自中国的丝绸和伊朗的高超工艺结合，
成就了波斯丝毯的高贵；来自伊朗的苏麻离青
和中国的高超工艺结合，成就了青花瓷器的雅
致。中国的漆器、陶器以及造纸、冶金、印刷、火
药等技术经伊朗传向亚洲最西端乃至欧洲等更
远的地方，石榴、葡萄、橄榄以及玻璃、金银器皿
等又从伊朗和欧洲等地传入中国。

驼铃相闻，舟楫相望。沿着绵延万千公里
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文明远行并拥抱，
两国人民远行并交好。正如萨迪在诗中写道，

“久远，方值得留恋”。
如果说历史上中伊两国为建设丝绸之路、

促进东西方文明双向交融作出过重要贡献，那
么两国建交45年来的友好交往正是对“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
精神的继承和诠释。

1971年建交以来，中伊关系经受住国际风
云变幻考验，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势头。双方
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患难与共。在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谈判中，中方赞赏伊朗无意发展核武
的承诺，支持伊朗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充分肯定
伊朗为推动协议达成作出的积极贡献。下一阶
段，我们愿与伊方密切合作，确保协议顺利实
施。经贸上，中伊双边贸易额从上世纪70年代
的几千万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518亿美元，中
国连续6年保持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两国人文交流十分密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
为邻”，两国人民友谊已经成为中伊友好关系发
展的重要动力。

两国领导人保持经常性接触和往来，对双
边关系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近年来，我同
鲁哈尼总统多次会面，特别是在去年9月联合
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我们就全面发展
新时期中伊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2013年，我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得到伊朗积极回
应。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两站，中国和伊
朗都对振兴这一和平之路、友谊之路、合作之路
寄予很高期望。当前，中国正在制定和实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伊朗也
即将推进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双方发展
战略契合，合作潜力巨大。

我认为，中伊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
可以集中在以下方面。

——增强政治互信，筑牢合作之基。“信则
立，不信则废。”人与人、国与国的交往概莫能
外。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2000多年交往中
积累了信任，深化了友谊，促进了合作。建交
45年来，中伊两国克服困难和阻力，传统友谊
历久弥坚，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今天，我们更要
坚持上述精神，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关切，
凝聚更多共识，为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我们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密切政党、立法
机构、地方等方面交往，深化双方在上海合作组
织、亚信、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合作，不断增进
政治互信，丰富战略关系内涵。

——坚持互利共赢，共享繁荣发展。经过
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历史性发展，
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中国在资金、技术、装备
等方面已经形成较大优势。伊朗资源丰富，劳
动力充足，市场潜力大，处于推进工业化、现代
化进程的关键阶段。中伊资源禀赋和合作优势
互补性强。随着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和
执行，中伊关系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中方将
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加强中伊发展战略对接，深
化互利合作，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更多惠及民
众，实现共同繁荣。

——促进互联互通，扩大务实合作。互联
互通是贯穿“一带一路”的血脉。实现互联互
通，要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以交通基础设施
为突破口。中方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
冶金、建材等领域优势明显、竞争力强，并于
2014年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以支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关合作项目。伊朗位于
亚洲东西交通要冲，区位优势明显。中方愿同
伊方在公路、铁路、海路、网路领域深化合作，推
进亚洲东西通道建设，并以此带动沿线国家贸
易和投资便利化，降低人员、商品、资金跨境流
动成本，巩固扩大能源资源和产业合作。

——秉持开放包容，鼓励文明交流。中国
人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波斯谚语说：“人
心之间，有路相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
文明之间，应该坚持交流互鉴、和谐共存。中伊
文化各有所长。中伊人民在长期友好交往中相
互学习，取长补短。我们要加强文化、教育、新
闻、出版、旅游等领域交流，鼓励青年和学生交
往，让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让两国人民心与
心相通、手和手相连。

丹葩结秀，华实并丽。石榴早已从伊朗到
中国落户，又因果实累累在中国被赋予新的寓
意，象征兴旺繁荣。它见证了中伊两国人民沿
着丝绸之路开展友好交往的历史，预示着两国
合作还将收获更多硕果。

北京和德黑兰相距万里，但再远的距离也不
能阻挡中伊相互走近、增进合作，不能阻挡两国
人民友好交往、深化友谊。我们愿同伊方携手努
力，传承丝绸之路精神，共创中伊关系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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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利雅得1月20日电（记者王波）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
共同出席中沙延布炼厂投产启动仪式。

习近平抵达阿卜杜拉国王石油研究中心
时，受到萨勒曼国王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一同步入大厅，在贵宾席就座。
大屏幕播放延布炼厂项目介绍视频以及项目
现场启动画面，沙方工作人员用中文向习近平
问候，中方工作人员用阿拉伯文向萨勒曼国王
问候。习近平和萨勒曼国王共同按下启动键，
延布炼厂项目正式投产启动。

习近平指出，中沙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
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
沙延布炼厂项目既符合沙特经济优化升级、
能源产业升级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契合中国
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
开展互利合作的发展思路。双方还有更多
更好的合作项目，必将为提高两国经贸和能
源合作水平、推动中沙战略关系全面深入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延布炼厂项目是我国在沙特的最大投资项
目。

新华社开罗1月20日电（记者郑开君）20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阿比丁宫会见埃
及总统塞西。

习近平抵达时，塞西在停车处迎接。两国
元首共同参观了阿比丁宫。

夜晚的阿比丁宫，富丽堂皇，灯光璀璨。习
近平和塞西边走边谈，共叙中埃传统友谊，畅谈

两国关系未来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埃及虽然远隔重洋，但

两国关系很亲密，是相互信得过的好朋友。60
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开启了当代
中埃外交关系，也打开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
洲国家外交之门。60年来，我们始终相互尊
重、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情谊。一个国家或民

族选择什么道路，不能脱离历史文化传统和经
济发展现实，应该由这个国家人民自主探索，有
序推进。中方支持埃及维护稳定、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的努力，支持埃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埃方一道，在互利共赢的基
础上，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
埃双方要继往开来，传承和发展好中埃友谊，让

双边关系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两国人民。
塞西表示，埃中友谊是纳赛尔总统、毛泽东

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
造的。建交60年来，埃中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埃方钦佩中国的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方经
验，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全方位推进埃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习近平会见埃及总统塞西时强调

中埃是相互信得过的好朋友

据新华社开罗1月20日电（记者孟娜 刘
华）当地时间20日晚，刚刚抵达开罗的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下榻酒店会见埃及总理伊斯梅尔。

习近平指出，中埃两国是真朋友、好兄
弟。2014年，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把
两国关系推到了新高度。我这次访问埃及，就
是要全方位巩固和深化中埃关系，推动两国务
实合作取得新成果。当前，中埃关系面临前所
未有的机遇和广阔前景。中埃双方要加强发
展战略对接，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快合
作步伐，早日将共识化为实际成果。中方鼓励
并支持有资质的企业参与埃及大项目建设，愿
同埃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持续推进产能
合作。今年是中埃建交60周年，双方将互办
文化年。双方要促进青年交流，鼓励更多游客

到对方国家旅游，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中埃两
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相近，在当前国
际形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双方要加强在国际
事务的沟通协调。

伊斯梅尔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
是埃中关系高水平的体现。埃及珍视同中国的
传统友谊，愿意深化同中国各领域合作。埃方
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积极参与相关合作，成
为连接中国同欧洲贸易的通道。埃方愿加强同
中国在联合国事务和其他多边领域的协调。

会见后，习近平和伊斯梅尔共同参观了中
国高科技展。

当天，习近平还会见了联合国前秘书长加
利等10名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
的友好人士，同他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习近平会见埃及总理伊斯梅尔时指出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
加快合作步伐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韩洁）记者21日晚
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确认，该公司当天成功签约总
额约为27亿美元的埃及新首都建设项目，这是我国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又一重要项目。

北京时间1月21日18时，在中埃两国元首的见证
下，中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官庆与埃及住房、公共设
施和城市发展部部长穆斯塔法·卡迈勒·马德布利共同
签署了埃及新首都建设一揽子总承包合同。

据介绍，此次签约项目包括埃及国家会议中心、议
会大厦、会展城和12部委办公楼等四个项目，项目总合
同金额约为27亿美元，建设工期为3年。

埃及新行政首都项目是埃及政府对外宣布的一项
重大政府计划，此次签约的项目为埃方优先开发建设一
期工程。分析人士称，新首都建成后将成为埃及新的政
治中心和金融中心，有力带动苏伊士运河经济带和红海
经济带开发，助推埃及国家复兴计划实现。

中建股份获27亿美元埃及新首都建设项目大单

据新华社开罗1月21日电（记者孟娜）21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开罗会见埃及议长阿里。

习近平指出，中埃建交 60年来，两国始终相互
尊重、相互支持，两国人民友好经受了时间考验，历
久弥坚。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和推进中埃关
系，希望双方以建交60周年为新起点，深化政治互
信，推进务实合作，增进人文交流，共同努力推动中
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新发展。中方愿同埃方加
强高层互访，保持和扩大政府、立法机构、政党、人民
团体交往和合作，深化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
合。希望双方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同埃及国家发展
战略对接，推进产能、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交通、
能源、科技、文化、教育、人文、旅游、安全等领域交流

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含金量。
习近平强调，埃及新议会产生，标志着埃及政治过

渡顺利完成。相信埃及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国家长治
久安和繁荣发展，并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更大
贡献。中国全国人大同埃及议会有着友好交往传
统，双方要开展交流合作，为促进中埃关系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阿里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并到访埃及议
会。埃及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两国传统友好历久弥
坚。埃方赞赏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
积极作用。埃中两国议会保持着良好交往，埃及议会愿
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机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为
推动埃中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会见埃及议长阿里

新华社开罗 1月 21日电 （记者刘畅）21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会见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
拉比。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
系60周年。60年来，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
域友好合作成果丰硕。阿盟是重要区域性组织，为阿拉
伯世界实现民族独立、联合自强作出不懈努力，在地区
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特影响和作用。中方愿加强同
阿盟的友好关系，期待阿盟在促进中阿友好方面继续发
挥引领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阿两个民族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
发展进程中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中国长期坚定支
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事业，支持阿拉伯国家团结自强、

自主解决地区问题。中阿双方要传承中阿传统友好，增
进政治互信，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协调配合。
要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互利共赢的友好合作关
系。要依托中阿合作论坛，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使中
阿合作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阿拉比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阿盟总部。中国
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始终支持发展中国家。所有
阿拉伯国家感谢中国对阿拉伯事业特别是巴勒斯坦事业
的支持。阿拉伯国家高度重视并赞赏中方在阿中开启友
好关系60周年之际发表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愿
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和国际地区问题上同中国密切合
作，充分发挥中阿合作论坛作用，促进双方共同利益。

埃及总理伊斯梅尔陪同会见。

习近平会见阿盟秘书长阿拉比

据新华社开罗 1月 21 日电 （记者陈贽
吴志强 耿学鹏）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
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中
阿关系的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强调中阿两
个民族彼此真诚相待，这份信任牢不可破。我
们要共建“一带一路”，确立和平、创新、引领、
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
兴形成更多交汇。

当地时间下午4时05分许，在阿盟秘书长
阿拉比、埃及总理伊斯梅尔陪同下，习近平步
入演讲大厅。听众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
迎。阿拉比致辞，欢迎习近平到访阿盟总部。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演讲。

习近平首先向阿拉伯国家和人民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习近平指出，在穿越时
空的往来中，中阿两个民族彼此真诚相待，在古
丝绸之路上出入相友，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中甘苦与共，在建设国家的征程上守望相助。

习近平指出，中东是一块富饶的土地，但

迄今仍未摆脱战争和冲突。少一些冲突和苦
难，多一点安宁和尊严，这是中东人民的向
往。化解分歧，关键要加强对话。武力不是解
决问题之道，冲突各方应该在推进政治解决上
形成聚焦。破解难题，关键要加快发展。道路
选择，关键要符合国情。一个国家的发展道
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依据自己的历史
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

习近平强调，维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民族
权益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巴勒斯坦问题
不应被边缘化，更不应被世界遗忘。巴勒斯坦
问题是中东和平的根源性问题。国际社会定
分止争，既要推动复谈、落实和约，也要主持公
道、伸张正义，二者缺一不可。

习近平强调，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构建
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
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
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已
经有了早期收获，顶层设计日臻成熟，务实合

作显露活力，人文交流丰富多彩。我们要抓住
未来5年的关键时期共建“一带一路”，做中东
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
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
融的合作伙伴。

第一，高举和平对话旗帜，开展促进稳定行
动。“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中国对中东的
政策举措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坚
持从中东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我们在中东不找
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
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
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

第二，推进结构调整，开展创新合作行
动。要推进“油气+”合作新模式，挖掘合作新
潜力，构建互惠互利、安全可靠、长期友好的中
阿能源战略合作关系。要创新贸易和投资机
制，扩展合作新空间。要加强高新领域合作、
培育合作新动力，提高中阿务实合作含金量。

第三，促进中东工业化，开展产能对接行
动。中方优势产能和中东人力资源相结合，可
以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中国将联合阿
拉伯国家，共同实施产能对接行动，以促进中
东工业化进程。

第四，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开展增进友好
行动。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都包含有人类
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中
国将继续毫不动摇支持中东、阿拉伯国家维护
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
包容互鉴。我们将实施增进友好“百千万”工
程，让人才和思想在“一带一路”上流动起来。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要心手相
连、并肩攀登，为深化中阿友好合作而努力，为
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共同奋斗。

演讲结束时，现场听众报以经久不息的掌
声。

各国驻阿盟使团代表、阿盟工作人员以及
埃及政府官员等200余人出席演讲。

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重要演讲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发展美好未来

习近平同沙特国王共同出席
中沙延布炼厂投产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