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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习近平访问捷克

应捷克共和国总统泽曼邀请，国家主
席习近平于3月28日至30日对捷克进行
国事访问。这是两国建交67年来，中国国
家主席首次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分析人
士认为，这次访问在中捷关系史上具有里
程碑式意义，并将为中国－中东欧合作以
及中欧关系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海星说，这次访
问是习近平主席对中东欧国家首访和今
年对欧洲国家的首访，“是针对欧洲方向
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

刘海星说，相信这次访问将全方位
推进中捷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捷关

系提升到新的高度，促进中欧各自发展
战略对接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为
中欧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目前中捷关系可以说正处于历史最
好时期。”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
别代表，中国前驻罗马尼亚、捷克大使霍
玉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捷克是
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过去67年
两国关系历经风雨，近几年双边关系发展
进入快车道，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在经贸、
人文、地方合作等各领域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
洪建认为，捷克新政府自2014年上台

后，表现出了较大政治勇气，捷方在发展
对华关系上逐步回归理性和务实。特别
是去年9月3日，泽曼总统来华出席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大会，“这一举动在很大
程度上提升了中捷之间的政治互信”。

“习主席访问捷克，既是对这两年中
捷关系迅速发展的高度肯定，也有助于
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提升两国经贸、人
文等领域关系。”崔洪建说。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捷克是中国在
中东欧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
捷双边贸易额达110亿美元。“在当前全

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能取得这一
成绩实属不易。”霍玉珍说。

专家认为，捷克地处欧洲心脏，是传
统工业强国，在机械制造、汽车、航空、化
学、冶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优势明显，中
国是制造业大国，中捷加强产能合作既高
度契合又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同时，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
家，捷克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积极
性很高。2015年11月，在中国苏州召
开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
间，捷克与中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政府间合作谅解备忘录，是

16个中东欧国家中首批签署此类合作
文件的国家之一。

据了解，此次访问期间，中捷双方将
签署经贸、基础设施、金融、卫生、航空、
科技、人文等领域多个合作协议。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赵俊杰表
示，目前捷克政府对发展与中国合作抱
有很大热情，相信这次访问“不仅会推动
中捷关系取得长足的、突破性的发展，更
重要的是可以为中国和中东欧合作起到
带动和示范作用”。

记者 白洁 王卓伦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中捷关系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
——专家谈习近平主席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开工、中国和
罗马尼亚两国达成核电站项目框架协
议、中国在波兰承建的城市防洪项目即
将竣工……随着众多“旗舰”项目渐次展
开，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经贸往来迎来早
期收获期，“16＋1”合作之花开始绽放。

去年年末，全长350公里的匈塞铁路
开建，承建者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成
的中国企业联合体。在核电领域，中罗达
成的合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3、4号机组框
架协议金额逾70亿欧元，是迄今中国和中
东欧国家间最大合作项目。中国水利水电
建设集团承建的弗罗茨瓦夫城市防洪项
目下月即将竣工，这也是中国在波兰第一
个成功完成施工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

分析人士称，作为中欧关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互惠关
系在“16＋1”机制框架下更富成效，成
为中欧关系中的一大亮点。从基础设施
到高端装备、从金融合作到相互投资，中
国与中东欧经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
延展，强劲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给
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

自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
人会晤机制启动以来，中国企业积极开
拓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市场。利用中方

贷款实施的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跨多瑙
河大桥已通车，塞尔维亚科斯托拉茨电
站一期项目大修已基本完工，二期新建电
站项目已于今年初开工，塞尔维亚E763
高速公路和马其顿两段高速公路建设项
目进展顺利，首个使用中国－中东欧合作
机制100亿美元专项贷款额度的波黑斯
坦纳里火电站项目也已开工建设。

此外，金融和相互投资领域合作势头
良好，目前在中国的中东欧国家企业约有
1000家。产自中东欧国家的红酒、奶制

品、果酱等优质商品逐渐被中国消费者了
解，印证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升温”。

在拓宽与中国经贸合作方面，中东欧
国家具备诸多优势。从地理位置看，地处
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东欧地区犹如枢纽，
通过这一地区欧亚就可实现陆路连通，对
欧亚以及欧中贸易和人员等跨境流动起
到助推作用。可以说，作为“一带一路”的
重要衔接地区，中东欧国家港口设施、铁
路交通将是欧亚互联互通的重要一环。

从现实需求看，中东欧地区交通、电

力等基础设施和工业设备面临升级改造任
务，而国际金融和欧债危机导致的资金不
足让这一进程受挫，市场需求亟需释放。

再观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它
已经积累起较为雄厚的资本，在汽车、钢铁、
造船、化工、港口设备、工程机械等领域拥有
优质产能，综合配套和工程建设能力突出。

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而言，强烈的
政治意愿和较强的互补性给双方经贸合
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中东欧与中国“16＋1”合作之花绽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抵达布拉格，开始
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建交67年来，中
国国家主席首次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和捷克虽然相距万里，但是两国之间
的友谊源远流长。捷克是最早承认新中国并与
之建交的国家之一。1949 年 10 月 6 日，中国与
捷克斯洛伐克建交，1957 年，双方签订了中捷友
好条约。1992 年 12 月 31 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
解体。1993 年 1 月 1 日，捷克成为独立主权国
家，中方即予以承认并与之建立大使级外交关
系。双方商定，继续沿用 1949 年 10 月 6 日为两
国建交日。

多年来，尽管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
捷双边关系仍不断发展。近年来，双方高层互访
频繁，中捷关系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国家
主席习近平和捷克总统泽曼已数度会晤。2014
年10月和2015年9月，泽曼总统先后两度访华。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以及捷克总理索博特卡也
都访问过对方国家。目前，中捷关系处于历史最
好时期。

在经贸领域，中国连续多年是捷克在欧盟外
第一大贸易伙伴，捷克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
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在金融、航空、机械、环保等
领域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合作水平和规模不断提
升。2015 年 11 月，捷克与中国签署了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政府间合作谅解备忘录，是中
东欧国家中首批签署此类合作文件的国家之
一。2015年中捷双边贸易额达110亿美元。

中捷人文交流日益密切。捷克已经成为中
国游客憧憬和向往的旅游目的地。2015年，赴捷
克旅游的中国游客总数突破30万人次，创历史新
高。2015年6月，中东欧地区首家中医中心在捷
克揭牌。中捷影视合作方兴未艾。中捷正在联合
制作52集动画片《熊猫和鼹鼠》，并签署合拍同名
动画电影合作意向书。“欢乐春节”活动已连续几
年在布拉格举办，受到捷克民众广泛欢迎。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中国与捷克
关系回顾

新闻链接

捷克共和国位于欧洲中部，东连斯洛伐克，南
邻奥地利，西接德国，北毗波兰。因地处欧洲腹
地，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气候宜人，故有“中欧花
园”之称。

捷克共和国原属于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
国。1992年12月31日捷斯联邦解体。1993年1
月1日起，捷克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捷克面积约 7.88 万平方公里，人口 1051 万，
其中，捷克族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主要宗教为罗马天主教，官方语言为捷克语。首
都为布拉格。

捷克是中东欧地区传统工业强国，工业基
础雄厚，在机械加工、汽车制造、航空等领域具
有独特优势。目前，捷克经济形势较好。2014
年，捷克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015亿美元，同比增
长2％。

捷克首都布拉格是一座有着10个世纪历史
的名城。其古老建筑物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使这座古城以“金色的布拉格”享誉世界。音乐
在捷克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土壤，每年5月举办的
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已成为享誉全球的文化
盛宴。

捷克系北约、欧盟成员国，奉行经济上与
欧盟加强联系、安全上与北约密切合作的对外
政策。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中欧花园”——

捷克共和国

两国建交67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决策咨询委员会工作规则》有关规定，经中共陵水黎族自

治县委、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决定面向全省公开选聘陵水黎族自治县决策

咨询委员会委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主编：罗清锐 美编：孙发强 专题

一、选聘名额

计划公开选聘县决策咨询委员会委
员18名（分为六个专业组，分别是经济
组、政治组、文化组、社会组、生态文明组、
法治组）。

二、选聘对象

县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在国家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家行政机构、专
业服务机构、企业和驻琼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和省直单位中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
响力、较深专业造诣且有意愿参加决策
咨询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学者中聘任。

三、选聘条件

（一）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热心
于决策咨询事业，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工
作责任心和奉献精神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较大的社会
影响和较高的知名度；

（三）具有较强的决策咨询能力；
（四）关心和熟悉海南和陵水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
（五）具备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意

愿；
（六）委员年龄一般在六十周岁以下，

对个别身体状况好、专业水平和社会名望
高的专家学者，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放宽
年龄；

（七）未受过刑事处分。

四、主要职责和权利义务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
国家宪法、法律、法规，自觉学习，不断提
高参与决策咨询的能力；

（二）尊重科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秉公直言；

（三）注重调查研究，以对陵水和陵水
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参与决策咨询
工作；

（四）积极参加县决咨委组织的咨询
活动，每年至少提出一份推进陵水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法治发展的咨询
意见或建议，对有利害关系的咨询事项应
主动回避；

（五）遵守工作纪律，保守国家秘密，
遵守廉政规定，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
正当利益；

（六）委员无特殊情况或无正当理由
不参加县决咨委组织的活动达半年以上

或不参加县决咨委组织的活动达到三次
以上，视为自动解聘。

五、选聘程序

（一）报名
报名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29 日—

2016年4月12日。
采用信函方式报名，报名者如实、

准确填写《陵水黎族自治县决策咨询
委员会委员报名表》（附件），粘贴1寸
的近期免冠证件照片；并提供个人身
份证、学历、履历、职称证书和能够证
实其符合担任决策咨询会委员资格条
件的其他资料、证书、研究成果等复印
件。

上述材料邮寄或发送电子邮件到以
下地址：

邮寄地址：陵水县椰林镇县政府综合
办公楼县委办公室A306；邮编：572400

电 子 邮 箱 ：xwb83322251@sina.
com

（二）初选
选聘公告期满后，由县委办公室

负责汇总公开选聘人员资料，按照结
构优化，在审查报名条件的基础上，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综合
考虑选聘人员学历、履历、专业特长，
在业界的权威、影响以及个人的职业
操守，拟定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候选
人选名单。

（三）公示
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向社

会进行为期7天的公示。公示期满无异
议的，将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报
县委、县人民政府审定。

（四）聘任
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聘任的，颁发

聘书。

六、其它事项

本次选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为保证选聘工作的公平公正，报
名者不得弄虚作假，不得宴请送礼，不
得请托贿选，不得到县委办公室工作
机构递交报名表；违反本公告有关要
求和其他有关规定的，一经查实，取消
选聘资格。

本公告由中共陵水黎族自治县委
办公室负责解释。

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开选聘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3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乘专机抵达布拉格，开始对
捷克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主席于3月28日
至 30 日对捷克进行国事访
问。其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泽
曼总统举行会谈，出席欢迎仪
式、非正式晚宴、欢迎宴会等，
会见捷克总理、参议院主席、众
议院主席、布拉格市长，并出席
有关经贸、人文活动。两国领
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一带一
路”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中欧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
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坦诚、深
入交换看法，为两国关系未来
发展绘制蓝图，赋予中捷关系
新的内涵。双方还将签署经
贸、基础设施、金融、卫生、航
空、科技、人文等领域多个合作
协议。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习近平
抵达布拉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