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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访三国
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塞尔维亚•波兰•乌兹别克斯坦）

据新华社华沙6月19日电 1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下午抵达波兰首都华沙，当晚即应
邀来到贝尔维德宫做客。习近平和
彭丽媛抵达时，波兰总统杜达和夫
人阿加塔在停车处迎接。

习近平和杜达共叙中波传统
友谊，共谋两国关系发展大计。习
近平强调，我这次访问的目的，就
是增进双方了解和互信，推动各领
域交流合作，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
系。波兰是欧盟重要成员国，是中
东欧地区领头羊，中方愿同波方携
手努力，促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以及中欧关系发展。

习近平指出，波兰地处欧亚大
陆十字路口，是“琥珀之路”和“丝
绸之路”的交汇点，具有独特区位
优势。中方欢迎波方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愿同波方一道，加强
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合作，深
入挖掘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合作潜力，力争取得更多成
果。中方欢迎波方作为创始成员
国积极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建设。

杜达表示，波兰作为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愿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波中在
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物流运输等领
域合作。波兰同中东欧国家保持良
好合作关系，愿同中方一道推动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更大发
展。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同杜达
夫妇共同欣赏波兰马佐夫舍民族
歌舞团的精彩演出。

新华社华沙 6月 20日电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沙瓦津基
公园水上宫殿会见波兰参议长卡
切夫斯基和众议长库赫钦斯基。

习近平指出，中波建交以来，两
国人民彼此同情、相互支持、互学互
鉴，传统友谊发扬光大。波兰成为
中国在欧盟和中东欧地区重要合作
伙伴。今天上午，我同杜达总统就
深化中波合作达成广泛共识，一致
决定将中波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双方要加强教育、旅游、地
方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挖掘深化两
国互利合作潜力，共同谱写中波友
好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两国立法机构友
好交往是双边关系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两国人民增进友谊、交流互鉴
的重要渠道。近年来，中国全国人
大同波兰参众两院开展了密切交
流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立法
机构要保持接触，开展多层次、多
渠道、多形式交流合作，推动中波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卡切夫斯基和库赫钦斯基欢
迎习近平主席访问波兰，表示波兰
参众两院重视发展波中关系，愿加
强同中国立法机构交流，积极推动
两国经济、文化、地方、旅游等领域
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据新华社华沙6月20日电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沙会见波
兰总理希德沃。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携手努
力，充实和拓展中波务实合作内
容，推动中波关系更上一层楼。要
加强交通运输、物流、海关等领域
合作，建设辐射中东欧的物流中
心，以中欧货运班列为依托推动波
兰更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
进中国同波兰及其他中东欧国家
互联互通建设。中方愿积极参与

波兰铁路线路改造、港口建设、工
业园区等项目，推进双边产能合
作。双方要在互利共赢原则下，扩
大双边贸易规模，鼓励两国企业扩
大相互投资，拓展金融合作。要深
化地方合作，促进智库、大学、学者
交流和旅游合作，加强冬季运动等
体育领域互学互鉴，推动中波人文
交流取得更多成果。

习近平指出，中方赞赏波方为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作出的贡
献，愿同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欧国

家一道，深化经贸、能源、金融等各
领域互利合作，构建持久务实的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并将这一机
制打造成“一带一路”倡议融入欧
洲经济圈的重要接口。

希德沃表示，波兰政府高度重
视习近平主席访问波兰，愿以此访
为契机，深化同中国在经贸、投资、
农业、运输、基础设施等领域互利
合作。波兰赞成并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合作，认为这符合波中两国
和各自所在地区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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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沙6月20日电（记者
王丰丰 黄尹甲子）20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波兰总统杜达在华沙共同出席丝路
国际论坛暨中波地方与经贸合作论坛
开幕式。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同心
共创未来》的重要讲话，强调共商共建

“一带一路”，推动区域经济繁荣，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顺大势、应民心。我们
要弘扬丝路精神，共创共享美好未来。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
年来，得到沿线国家积极响应，取得明显

进展。这说明，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
神，传承千年不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
信念，绵延万里不绝。“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上也存在
差异，共处时必须相互尊重、包容差异，共
事时必须帮贫扶弱、均衡发展。“一带一
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共同的事业，需要大
家一起努力，合作好、发展好、分享好。

习近平指出，波兰人民是中国人民
的好朋友、好伙伴。两国友谊源远流长。
当前，双方都有意愿推进“一带一路”沿线

地区繁荣，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就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中波合作提出5点建议。

第一，齐心协力，将中波合作打造成“一
带一路”合作的典范，带动整个区域合作。

第二，突出重点，将经贸合作作为
主攻方向，携手推动中欧贸易和投资机
制建设，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水平，整合欧洲先进技术优势、中国产
能优势、波兰区位和人才优势，打造新
的贸易中心和经济增长极。

第三，紧密协作，推动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地同“一带一路”
建设对接，构建持久务实的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

第四，优化机制，使地方政府、企业
和其他民间机构形成合力。中波两国
地方政府应该继续加强交流，为当地企
业和其他民间机构开展合作多搭桥、搭
好桥，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夯实中波
友好的民意基础。

第五，智力先行，强化智库的支撑

引领作用。要加强对“一带一路”建设
方案和路径的研究，在规划对接、政策
协调、机制设计上做好政府的参谋和助
手，在理念传播、政策解读、民意通达上
做好桥梁和纽带。

习近平强调，中国有信心、有能力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欢迎各国继续搭
乘中国快速发展的列车。我们要携手
同心、精诚合作，弘扬丝路精神，早日建
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
体，共创共享美好未来。

波兰总统杜达、波兰总理希德沃在
致辞中表示，丝绸之路在历史和今天都
把欧洲同亚洲联系在一起。波兰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并在中东欧地区率先加
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致力于欧
亚合作。丝绸之路同“琥珀之路”连接起
来，将为促进欧亚安全和繁荣发挥重要
作用。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波兰期间，
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进一步
激发波中经贸、科技、地方等各领域合作
的巨大潜力，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同波兰总统杜达共同出席
丝路国际论坛暨中波地方与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

新华社华沙6月20日电（记者李忠发）20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同波兰总统杜达在华沙共同出席统一品牌
中欧班列首达欧洲（波兰）仪式。

习近平抵达华沙铁路集装箱货运站时，杜达在停车
处迎接。

仪式开始后，习近平和杜达登上观礼台。带有统一
标识的中欧班列鸣笛缓缓驶入站台。两国元首向班列
挥手致意，并握手互相祝贺。

中欧班列是指按照固定车次、线路、班期和全程运
行时刻开行，往来于中国与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
国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今年6月8日，中国铁
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

两国元首还参观波兰特色农产品展架。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首达仪式。

习近平同杜达共同出席
统一品牌中欧班列
首达欧洲（波兰）仪式

6月20日，习近平在波兰总统杜达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新华社发

习近平同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晤
习近平分别会见波兰参议长卡切夫斯基和众议长库赫钦斯基以及总理希德沃

彭丽媛同波兰总统夫人
共同参观肖邦博物馆
新华社华沙6月20日电（记者黄尹甲子）当地时

间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同波兰总统
杜达夫人阿加塔在华沙共同参观肖邦博物馆。

彭丽媛抵达时，阿加塔、肖邦研究院院长什克莱纳
在停车处迎接。彭丽媛在阿加塔陪同下前往主要展厅，
了解肖邦生平、职业经历及其手稿、信件等珍贵馆藏文
物，并欣赏肖邦的代表作品。

彭丽媛和阿加塔来到小型音乐厅，欣赏波兰青年钢
琴演奏家演奏肖邦经典曲目。彭丽媛表示，中波两国都
有着深厚的艺术积淀和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传统和特
色，双方在文明互鉴、文化交流上有很大合作空间。在
两国人民传统友好基础上，双方应该密切人文交流，增
进两国人民友谊。

快速发展的波兰共和国
波兰共和国地处欧洲中部，国土面积约31.3万平方

公里。全国人口3849万，其中波兰族占98％，约90％的
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官方语言为波兰语。首都为华沙。

上世纪90年代初，波兰是中东欧地区经济发展最
快的国家之一。加入欧盟后，波兰经济快速增长。2013
年，波兰经济增长 1.6％，经济总量居欧盟成员国第 9
位。2014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达5489亿美元，居欧盟
成员国第8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4423美元。

波兰作为旅游大国，境内多处景点被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或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如维利奇卡盐矿、比亚沃韦
扎森林、喀尔巴阡山区及奥斯威辛集中营等。

波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杰出的天文学家哥白尼、
著名的诺贝尔奖得主居里夫人、伟大的作曲家和钢琴家肖
邦等均出生于波兰，而五年一度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是音
乐界的一大盛事，被誉为世界最具权威的钢琴比赛之一。

波兰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1949年10
月7日，中波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2004年，两国
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11年12月，两国关系提升
为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快
速发展。目前，波兰是中国在中东欧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则是波兰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和亚洲地区最大贸易
伙伴。2015 年中波双边贸易额达到 170.9 亿美元，比
2004年增长了6倍。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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