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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柏林7月5日电（记者
商洋 郝薇薇）国家主席习近平5
日在柏林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观
看中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

7月的柏林，阳光灿烂，绿草
茵茵。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奥
林匹亚体育场，默克尔在停车处
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与默克尔
共同前往门厅，同德国足球界人
士友好寒暄，并参观“中德校园
足球合作”图片展。习近平和彭
丽媛和默克尔前往足球场中央，
同双方小球员亲切交流。习近平
向小球员们表示，你们是中德足
球事业发展的希望，也是中德两
国友好合作事业的接班人。希望
你们发扬团结拼搏精神，学习和
交流足球技巧，成为好朋友、好
伙伴。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默克尔共同
观看中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习近
平指出，中德两国足球合作正在不
断深入推进。提高足球水平是一项
系统工程，中方愿同德方加强足球
领域全方位交流合作。相信在双方
共同努力下，中德足球合作一定会
结出更多硕果。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上述活动。

据新华社柏林7月6日电（记者
商洋 孟娜）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在柏
林会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舒尔茨。

习近平指出，中德都是世界重
要经济体和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
大国。中德建交45年来，在两国各
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中德关系得到

长足发展。今天，中德不仅是全方
位战略伙伴，务实合作也走在了中
欧合作前列。我这次对德国的国事
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不少新的
共识和具体成果，为深入推进中德
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规划了新的发
展路径。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德国的关系，
愿同德方一道努力，将中德关系不
断推向新高度。

习近平积极评价德国社会民主
党为中德关系发展作出的积极贡
献，指出党际交往在双边关系发展
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中国

共产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保持
着良好交往和合作，很好增进了两
党和两国相互了解和信任。中方愿
加强同社会民主党在各层面的对话
交流，共同为深化两国友谊和合作
作出积极贡献。

舒尔茨表示，德国重视中国在

当今国际事务中作用。德国社会民
主党几十年来致力于发展同中国共
产党的关系、推进德中友好合作。
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新形势下，社会民主党愿加强
同中国共产党交流，为推动德中两
国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会见德社会民主党主席舒尔茨

雨后初霁，阳光拨开云层。记录
着沧桑和荣耀的莫斯科红场前，习近
平主席车队缓缓驶过。

7月 3日至4日，俄罗斯大地上
激荡中国风。习近平主席再次对俄
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棋盘中，高水平、特殊性的中
俄关系举足轻重。

习近平主席曾用“三个不会变”予
以强调：“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么
变，我们坚持巩固和深化中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方针不会变，努力
实现两国共同发展振兴的目标不会
变，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
平稳定的决心不会变。”

这样一种共识，这样一份承诺，是
历史的选择，是时代所呼唤。

方针不会变：
领航两国关系前行

夕阳西下，克里姆林宫熠熠生
辉。习近平主席抵达后的第一场活
动，应邀走进这里，出席普京总统举行
的私人晚宴。

两国元首面对面、一对一，深谈3
个半小时。挥手作别时，时钟指针已
划过23点。普京总统感叹，以前我们
交谈时常“赶场子”，总是意犹未尽，我
对今天的深度交流非常满意。

时间仿佛驻足，场景如此相似。
4年多时间，习近平主席6次来到俄罗
斯，两位元首先后21次会晤。会晤、
见面、致电、互致信函……元首外交有
力推动着中俄关系向前发展。

中俄媒体眼中他们“意气相投”。特
殊的礼遇和不寻常的细节，在两位元首
交往期间不时见诸报端：2013年3月首
访，普京总统全程陪同习近平主席，长达
8小时；2015年胜利日阅兵，步行路、检
阅台、观众席，两位元首走在一起、坐在
一起；两个月后的乌法，普京总统在峰会
落幕后请习近平主席稍作留步，他送别

客人很快折返，双方畅叙良久……
4日上午，克里姆林宫再聚首。

普京总统以“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我的
老朋友”作为开场，习近平主席则回应
道：“尊敬的普京总统，我亲爱的朋
友。从昨天下飞机那一刻起，我们就
被俄方热情周到的接待、浓郁友好的
氛围所感染。”

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不断前
行。“我们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也是
守望相助的好朋友，还是精诚合作的
好伙伴”。习近平主席一席话，普京总
统频频颔首。

20多年间，两国关系从“相互视
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从战略协
作伙伴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迈上一
个个台阶。对于这一局面，普京总统
强调“我们很珍惜”。

“中俄关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习
近平主席字句铿锵。秉持战略定力，两
国元首承前启后，拿如椽巨笔，自信勾勒
中俄关系蓝图。4日，签字仪式现场，他
们共同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一边顶层设计，一边积极实践。
在纵横捭阖的大国外交中，中俄关系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
是最好的大国关系之一。习近平主席
强调：“巩固中俄世代友好的任务任重
道远，没有休止符。”

行要好伴，住要好邻。两个体量
庞大的邻居，如何和睦相处？16年
前，《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世代
友好理念写入法律条款。2013年访
俄期间，条约实施纲要（2013 年－
2016年）出台。此次访问，两国顺势
而为，续签未来4年实施纲要。新的
时间表、路线图，铺设了一条结伴而不
结盟、友好发展的宽阔大道。

古老的“圣安德烈”勋章，俄罗斯最
高荣耀，普京总统亲手为习近平主席佩
戴上。一个插曲令人印象深刻，普京总
统本已结束致辞，却在听了习近平主席

致辞后再次即兴讲话并有感而发：“您
尽管是一个大国领袖，但对自己的功劳
并不健谈，十分谦虚。中俄诸多关键问
题近年来都迎刃而解、取得进展，离不
开您的亲力亲为。这枚勋章就能证明
您对建设中俄关系所作的卓越贡献。”

“牢固的政治和战略互信是中俄关
系最宝贵、最核心的价值，是双方开展
各领域合作的独特优势。”克里姆林宫，
习近平主席以两个“最”字精辟概述。

目标不会变：
助推两国共同振兴

报摊上，俄《金融报》头版大幅照
片让不少读者驻足。镜头定格了两国
元首握手一幕，图片说明言简意赅：

“更紧密握手，源自新共识，尤其经济
领域的共识。”

4日下午，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
委员会，媒体和企业界代表济济一堂，
新朋老友热情寒暄。他们中，既有“传
播中俄友谊的中坚力量”，也有“中俄
务实合作的生力军”。

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董事长米
赫尔松说起如火如荼的能源合作；“今
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总编辑西蒙尼
扬谈到中俄媒体合作空间广阔……领
域不同，职业各异，却不约而同聚焦同
一个词“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应者云集，俄罗斯同
样张开双臂。2015年5月，两位元首
就对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两年后，
普京总统来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他在开幕式致辞中表
示：“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
习近平主席为我们展示了榜样的力
量。”此访期间，普京总统面向中俄记
者再次强调，俄罗斯积极支持、明确参
与“一带一路”。

从蓝图到行动，进展之快、成效之
大，两个数字窥斑见豹，两位元首多次
引用。2.2%和26.1%，前者是去年中

俄经贸合作止跌回升，双边贸易额的
同比增幅；而后者，是今年前5个月的
数据。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合作优势，
撬动两国的民族复兴之梦，也撬动了
亚欧大陆联通的夙愿。

春华秋实。对于很多具体合作项
目，两国元首亲力亲为关心推动。习
近平主席曾勉励“再加把劲”“言必信、
行必果”。普京总统在共见记者时谦
逊坦言，中俄双方在习近平主席此次
访俄期间取得的丰硕合作成果，很大
程度上源于习近平主席的功劳。

空中丝路、金融丝路、能源丝路、
冰上丝路……签字仪式现场，中俄双
方企业家交换红蓝绸缎封面的协议，
在相距6000多公里的北京和莫斯科
之间架设了一道道桥梁。习近平主席
说，互惠互利、共享共赢已经成为两国
合作的主旋律。

决心不会变：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悲壮的乐曲，将人们思绪带回山
河破碎的峥嵘岁月。和平鸽盘旋空
中，如茵草坪上点缀着白色雏菊，习近
平主席缓步走向无名烈士墓，向在卫
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敬献花圈。一簇
火，一块碑，和平信念生生不息。

硝烟早已逝去，历史不会忘却。
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同为新兴市场国家，中
俄同护和平、共促发展，坚定捍卫用鲜
血和生命书写的国际秩序。

有主张、有行动，有规划步骤。在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发展的
航线上，中俄携手与共。2013年首
访，习近平主席第一场讲话即开宗明
义：“中俄两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
高事业承担着更大责任”。2014年在
索契，两位元首同远在海上的军舰指
挥官视频通话。两国海军共同参加叙
利亚化武海运联合护航行动，堪称史

无前例的国际合作。
此刻，世界并不太平，大事、要事、

难事接踵而至。世界瞩目中俄元首会
晤释放的信号。

访问前夕，俄媒对习近平主席的
采访，同步翻译成多国语言，摆上世界
各国案头。文章以近一半的篇幅谈难
点热点，折射了中俄面向世界的担当。

朝鲜半岛乌云密布。两国元首见证
签署的中俄外交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
的联合声明》，态度鲜明：“双方建议，朝
鲜作出自愿政治决断，宣布暂停核爆试
验和弹道导弹试射，美韩相应暂停举行
大规模联合军演。对立各方同步开启谈
判。”“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行”思路，
蕴含中俄两国一脉相承的治理理念。

克里姆林宫一席深谈，两国元首
关于朝鲜半岛形势发出共同声音：

“‘萨德’问题关系地区战略平衡，中俄
双方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的立场是一致的。”

“中方对同俄方一起应对全球挑
战充满信心。”这份信心，源自彼此信
任，植根于不辜负历史的责任担当。
2016年6月，中俄签署加强全球战略
稳定的声明。此次出访，双方签署《中
俄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
的联合声明》，以行动书写和平与发展
的永恒主题。

2013年首访，莫斯科国际关系学
院，习近平主席首次亮相国际舞台发
表演讲，深刻阐述新型国际关系。此
访期间，他再提这一概念，对普京总统
强调，中俄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
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不仅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福
祉，也树立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典范，成为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北京－莫斯科，一次次握手，中俄
关系的列车飞速前行。

人民日报记者杜尚泽 王恬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4日电）

“我们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
——记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同默克尔共同观看中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

7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柏林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观看
中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这是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默克尔在看
台上。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关于G20，
你需要知道的几件事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将于
7月7日至8日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举行。二十
国集团是什么样的组织？在国际上发挥怎样的作
用？中国与二十国集团又有怎样的关系？关于二
十国集团，有几件事你需要知道。

成立背景

G20由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于1999年倡议成
立，其始创成员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
本、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中国、阿根廷、澳大利
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
南非、韩国、土耳其19个国家以及作为一个实体
的欧盟。

由于成员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以及不同地域平衡，G20涵盖面广、代表性强，在
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已成为共
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有效多边机制。

运行机制

G20成立初期，其运行机制为财长和央行行
长会议机制，即参与方财长和央行行长定期对
话。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升格为领导人会
议，主要讨论全球重大经济金融热点问题。

领导人峰会启动后，G20形成了以峰会为引
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
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

其主要运行模式是：峰会筹备工作在协商一
致原则基础上，由“三驾马车”（前任、现任和候任
主席）牵头、各成员共同参与，采取G20协调人、
G20财金渠道双轨筹备机制。

通过历次峰会，G20领导人就国际经济金融
事务交换看法，通过一系列重要决定，在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跨国逃税、气候变化以及推动全球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届峰会

2008年11月，在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
下，G20领导人在华盛顿召开“金融市场和世界经
济峰会”。这是G20领导人首次峰会。此后，G20
领导人又先后在伦敦、匹兹堡、多伦多、首尔、戛
纳、洛斯卡沃斯、圣彼得堡、布里斯班、安塔利亚和
杭州举办峰会。

2009年 9月，G20匹兹堡峰会将G20确定
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从2011年法国戛纳
峰会起，G20每年举行一次峰会，标志G20峰会
机制化。

G20目前无常设机构，主席采取轮换制。中
国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并于当年9月4日至
5日成功举办了杭州峰会。去年12月1日，德国
正式接任，成为2017年主席国。阿根廷将于今
年12月1日接任，成为2018年主席国并将举办
领导人峰会。

汉堡峰会

本届汉堡峰会以“塑造联动世界”为主题，主
要议题包括全球经济形势、贸易金融和税收、气
候变化、数字化技术、难民和移民事务以及反恐
合作。

与会人员方面，除了G20成员领导人，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
织负责人或代表也将参会。此外，主席国还可邀
请其他国家或地区、国际组织。作为主席国，德国
本届峰会邀请了西班牙、挪威、荷兰、新加坡四国
和亚太经合组织、非洲联盟等组织。

中国贡献

作为创始成员，中国一直本着建设性态度参与
G20机制建设，积极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为G20建设与发展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在杭州峰会上，中国推动制定了《二十国集团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二十国
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
导原则》等文件。峰会还开创了多个“第一次”：第
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
置，第一次制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行动计划，第一次采取集体行动支持非洲和最
不发达国家工业化。

（新华社德国汉堡7月6日电 记者邓耀敏
郑江华）

7月5日，在德国汉堡，一名工人搬运护栏。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定

于7日至8日在德国北部港口城市汉堡举行。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