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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 15日电（记
者侯丽军、涂铭）国家主席习近平15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菲律
宾总统杜特尔特。

习近平指出，菲律宾是中国友好
近邻，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
伴。坚持睦邻友好合作、实现合作
共赢是发展中菲关系正确道路。中
方愿同菲方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
接，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更多
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两国高层要就涉
及两国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强沟
通，引领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健
康稳定发展。双方要深化务实合
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击海上跨

国犯罪、联合搜救、扶贫、民生、禁毒
等领域合作，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尽
快落实或取得阶段性进展。要密切
立法机构、地方政府、文化、青年、旅
游、人员往来等领域交流合作。中
方支持菲律宾当好东盟轮值主席
国。中国将同东盟国家加强沟通和
合作，深化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共
同利益，扩大人文交流，推动中国－
东盟关系迈上新台阶。

杜特尔特祝贺“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行，表示“一带
一路”倡议将有力促进亚洲互联互通
和经济增长，也将为菲律宾带来就业
和繁荣。当前，菲中友谊日益加强，
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各领域对话协商
恢复。菲方感谢中方在政治、经贸、

禁毒等领域给予的支持，愿同中方密
切联系，深化和扩展互利合作，推进
人文交流，增强菲中关系纽带。菲律
宾致力于加强东盟同中国合作关系。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经
济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能源、
新闻出版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
侯丽军、李萌）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肯尼亚总统
肯雅塔。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刚刚圆满闭幕，取得丰硕
成果。中方赞赏肯方为此作出的积
极贡献。近年来，中肯全面合作伙伴
关系快速发展，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

最好时期。肯尼亚是中非产能合作
先行先试试点国家之一，在中非合作
中发挥着引领和示范作用。我提议
将中肯关系定位提升为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肯方共同努
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继续从战略
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
系，保持高层交往势头，继续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
互支持。要以蒙内铁路建设为牵引，
推进建设路港一体化的产业经济走
廊，共同打造蒙内铁路、蒙巴萨港、蒙
巴萨经济特区三位一体合作新格
局。要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推进
中国文化中心项目。要加强和平安
全领域和司法警务合作，共同打击跨

国犯罪。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
中沟通和协调。

肯雅塔表示，祝贺“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闭幕。此次峰
会向世界展示了富有远见的“一带一
路”倡议取得的实实在在成果，为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互利共赢基
础上探讨合作提供了历史性的平
台。肯尼亚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密切同中国经贸、投资、能源、
旅游、基础设施等合作，加强在非洲
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协调合作，发展强
劲的肯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
非中关系。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有关
司法协助、产能、经济技术合作等领
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习近平分别会见两国领导人

并肩书写共同发展的壮丽篇章
——从习近平主席主旨演讲看共建“一带一路”新图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标志着共建“一带一路”开启新的征程。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描绘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图景，指明了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迈上更高水平的新方向。

从新起点上再出发，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把目标变为行动，把图景变为现实，中国必将与各国并肩书写共建“一带一路”的壮丽篇章。

“我们需要方案，更需领导力”
“这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工
程”“有助于推动更强有力的经济合
作”……论坛期间，与会国际组织领
导人纷纷为“一带一路”热情点赞，对
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泛共识。

共识来自对历史的深刻认同——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深刻阐释

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中国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何亚非认为，面对当前逆全球化的
阴霾和民粹主义思潮上升的影响，习
近平主席用较大篇幅讲述丝路历史，

意在以古鉴今，重燃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动力源。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所指出
的，这段历史表明，无论相隔多远，只
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
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
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

顺历史潮流而动，方能面向未来。
“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文明交流

互鉴中，各国都需要以大局为重，奉
全球命运之公，共同打造更多全球公

共产品，促进共同繁荣。”国家行政学
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说。

共识来自对成果的共同见证——
不尚空谈，注重行动，这是“一带

一路”倡议最鲜明的本色。习近平主
席在总结四年来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成
果时，用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数据和建
设项目提供有力支撑。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后，北
汽集团国际化战略接连提速，已在全

球47个国家搭建起销售网络，成立4
家海外生产基地。董事长徐和谊说：

“有行动才有收获，我们要做‘一带一
路’倡议落地的实践者。”

“可以预见，‘一带一路’将把世界
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
联动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成为全球经
济走出低迷的重要引擎。”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说。

共识来自对发展的不懈追求——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

匙。一方面传承丝路精神，一方面结
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不断完善，历史
与现实的交织让“一带一路”建设能
够持久凝聚起澎湃的发展动力，不断
创造新的发展价值。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发表文
章称，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一带一
路”倡议确实具有改变世界经济版图、
开创全球化发展新模式的巨大潜力。

出席论坛的捷克总统泽曼说，支
持“一带一路”是捷克着眼长远的一项
决定。“捷克目前参与的项目虽然不大，
但正如一支蜡烛不足以照亮一个房间，
而几百支蜡烛就能产生足够的光亮。”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
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
路，这是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对未来
共建“一带一路”表达的期许。

“这对解决当前全球发展面临的
问题具有很强针对性，是对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深化，更为全球
开辟出发展新空间。”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说。

“一带一路”创造发展新机遇，积
聚更有力的增长动能——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从产业、贸
易、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分析

了“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的新的发展
契机，还着重阐述了创新驱动发展。

这让优客工场董事长毛大庆倍
感振奋。他说：“中国已经在多个领
域输出多项创新模式和成功案例，我
们希望通过搭建互动平台，积极创造
国际合作创新机会，既吸引优秀成果
落地，也带动各国创新产业发展。”

“一带一路”创造融合新机遇，指
引更明确的合作方向——

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大主
题词。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指出，我
们要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
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

多位发达国家代表在论坛上表
达出强烈的合作愿望。英国首相特
使、财政大臣哈蒙德表示，亚洲基础
设施建设存在很大融资缺口，英国在
基础设施融资方面是“一带一路”倡
议的“天然伙伴”，希望共同推进将倡

议愿景变成现实。
论坛期间，中国有关部门及国际

组织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
畅通合作倡议，提出了深化经贸合作
的新路径，得到各方响应。

“一带一路”创造联通新机遇，催
生更丰硕的共享成果——

出席论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总裁拉加德在发言中说，在中国的大
城市，人们可以过“无现金生活”，但

在孟加拉国、肯尼亚等国家，电子支
付还有极大发展空间。“让全球化惠
及更多人，需要推动包括普惠金融在
内的更多举措早日落地。”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若泽·格
拉齐亚诺·达席尔瓦表示，该组织制
订了具体框架来落实“一带一路”政
策协调，以更好支持全球农业减贫。

沃土扎深根，繁花满枝叶。
习近平主席指出，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
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
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这个月底，由中国承建的肯尼亚
蒙巴萨—内罗毕铁路有望正式通
车。出席论坛的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说，这是肯尼亚百年来修建的第一条
铁路，它将打通沿海与内地，使非洲
大陆与“一带一路”更加紧密相连。

道相同则心相知，心相知则力相
合。

“‘一带一路’建设既注重描绘蓝
图，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又注重
脚踏实地，落实可以落地的平台和项
目，让沿线国家人民有获得感。”上海
社科院院长王战说。

回首过去，成果丰硕；放眼未来，前
景可期。从达成更多合作协议到加大

资金支持，从促进经济增长到加强创新
合作，从实施新的合作项目到设立论坛
后续联络机制……习近平主席在演讲
中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务实举
措，力促“一带一路”建设踏上新征程。

——新征程上，开创合作共赢新
模式。

习近平主席强调的合作共赢，不
是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是建设
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不是强加于人，
而是务实合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向一致，有助
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平衡、包容、和谐
发展，对于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当今世界
面临的诸多挑战具有重大意义。

——新征程上，实践互利互惠新
举措。

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中，一系列数
字引人关注：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亿元人民币，未来3年向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
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未

来5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
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

“更充足的资金有助于丝路基金
进一步发挥杠杆撬动作用，更好地调
动沿线国家资源和国际金融机构的
资金，促进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合作，
分享‘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中国人
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说。

——新征程上，展现行稳致远新
局面。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强调“一步
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

果”。在务实基础上强化落实，“一带
一路”才能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合作举措着眼中长期，合作机
制着眼长效，都是需要久久为功的大
棋局，图一时之利就会破坏长远利
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部长王军说。

这是伟大的事业，也是伟大的实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承载着对

文明交流的渴望，对和平安宁的期盼，
对共同发展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一带一路”建设必将更好地造福
世界、造福各国人民。路路相通、美美
与共的那一天终将到来。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丝路绵延连山海，与时偕行聚人心。
孟夏五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北京召开。两天来，来自100 多个国家
的宾客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献计献策，
人们期待这一中国倡议更好地造福世界和
人民。

“‘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
需要伟大的实践。”“‘一带一路’建设将
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
将由大家共同分享。”习近平主席在论
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深刻阐释了古丝绸
之路沉淀下的丝路精神，系统总结了

“一带一路”建设 4 年来的丰硕成果，擘
画了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
的“一带一路”的美好前景。这一重要
演讲，既有高瞻远瞩的构想，又有求真
务实的举措，为“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
方向和路径，回答了当今国际社会面临
的许多重大问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支点，彰显了一个东
方大国的思想力与行动力，展现了一个
发展中大国促进全球和平发展的责任
与担当。

古老的大陆，辽阔的大洋，张骞策
马西去、郑和扬帆南下，跨越地域、跨越
民族、跨越文化、跨越宗教……我们的
祖先挽起人类友好交往的纽带，写下文
明交流的历史篇章。千古常新的丝路
精神，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习近
平主席在演讲中进一步阐释“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
丝路精神，正是以历史和现实告诉我
们，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
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
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
宁和谐美好的远方。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共商共建
共享的原则、开放包容的特征、互利共赢
的理念，“一带一路”建设赓续丝路精神，
展现出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4 年来，全
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的重要决
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习近平
主席从“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
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
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五个方面，
梳理了“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化为行
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的丰硕成果。这
充分说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
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
具有广阔前景。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和平发展的大
势不可阻挡、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
前，一方面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
赤 字 成 为 摆 在 全 人 类 面 前 的 严 峻 挑
战。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安宁，就没有应
对全球共同挑战的基础。“一带一路”建
设正是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打
造发展这把金钥匙，为全球治理提供解
决方案，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
成果大共享。习近平主席深入诠释的

“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世纪工程，它回应了各国互联互通
的强烈愿望，回应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必将助力和平发展的薪火代
代相传。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
伐，接下来的是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
动它行稳致远、继往开来。习近平主席
强调，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
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
路。从发展友好合作，到达成务实协定；
从加大建设资金支持，到加强创新合作，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向世
界宣示，中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
者，更是负责任、有担当的实践者。秉承
丝路精神，“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世界发
展带来新机遇。

旧邦新命，古道新程。古丝绸之路
上的驼铃桨声跨越时空，在新世纪奏响

“一带一路”的交响曲。以此次论坛为契
机，“一带一路”建设将在新起点上再出
发。沿着这条命运休戚与共、梦想相连
相通的大道携手前行，我们就一定能共
同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新世界。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让世纪工程
造福各国人民

—— 一论习近平主席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

新起点上凝聚新共识，顺应潮流筑牢“一带一路”发展根基

新机遇中促进新发展，释放潜力开辟“一带一路”广阔空间

新征程中实现新跨越，久久为功成就“一带一路”伟大事业

■ 人民日报评论员

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夫
人彭丽媛邀请出席“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的外方团长配偶参观
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这
是彭丽媛同来宾们在太和殿前合影
留念。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彭丽媛邀请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外方团长
配偶参观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