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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9月4日致电阿里夫·阿尔
维，祝贺他当选巴基斯坦伊斯兰共
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中国

和巴基斯坦是肝胆相照、休戚与
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兄弟，两
国友谊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始终坚如 磐石并不 断 发 展 。 我
2015 年访问巴基斯坦时，两国共

同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天候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
更加牢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硕
果累累，不仅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而且为地区和平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前形势下，中
巴关系战略意义更加突出，两国应
当更加坚定地相互支持，更加深入

地开展合作。我高度重视中巴关
系发展，愿同你携手努力，将中巴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
高度，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
同体。

习近平向巴基斯坦新任总统阿尔维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白
洁）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会
堂同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感谢总统先生和刚
果共和国政府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成功举行所作的贡献。当前，中刚
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阶段。中方视刚
果共和国为“全天候”朋友，愿同刚方

进一步巩固深化政治互信，扩大高层
及各层次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强化政策、理念和战略沟通，牢牢
把握中刚关系的正确方向，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
定相互支持，不断深化中刚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双方还要在全
球性重要议题上加强协调配合，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
正合理方向发展。中方坚定不移推进
双方互利合作，欢迎刚方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
作取得更加丰硕成果。

萨苏表示，如此众多的非洲领导人
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体现出非
洲国家对非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刚方

完全支持峰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北京
行动计划。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
宝贵帮助，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赞赏习主席提出的“八大行动”，愿
将本国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对
接，加快各自发展。刚中友谊牢不可
破，刚方不会受国际上那些关于非中关

系杂音的干扰，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刚
中、非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
大厅为萨苏举行欢迎仪式。丁薛祥、
杨洁篪、曹建明、王毅、夏宝龙、何立峰
等参加。

习近平同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 推动中刚关系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卢旺达总统卡加梅。

习近平指出，刚刚闭幕的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是一次历史性盛会。
总统先生以卢旺达总统、非洲联盟轮
值主席双重身份出席峰会，为峰会成
功作出了突出贡献，我对此表示赞赏
和感谢。这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踊跃
来华参会，让我们切实感受到非洲人
民对中国的深厚情谊。这次峰会日程
紧张，活动很多，但当我们看到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正在蕴育和生
长，我们感到很充实、很高兴。

习近平表示，中卢双方要以落实
今年7月我访问卢旺达时两国元首达
成的重要共识和北京峰会成果为契
机，加强战略沟通和团结协作，继续相
互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人文交
流，不断开创两国友好合作新局面。

卡加梅表示，北京峰会圆满成功，
有力促进了非中关系。感谢习近平主
席对非洲的高度重视和对非中关系发
挥的重要引领作用。非洲同中国有着
相似的历史遭遇，双方关系基础深
厚。卢旺达感谢中国长期以来给予的
宝贵帮助，将致力于继续推进卢中合
作和非中合作。相信有了中国的支
持，卢旺达和非洲将实现加快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

习近平强调，在中非双方共同努
力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闭
幕，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
涵进一步充实丰富，成为中非团结合
作的一次历史性盛会。尼日利亚是非
洲大国，也是中国在非洲重要的合作
伙伴，我高度重视中尼关系发展。两
国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中方
赞赏尼日利亚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愿继续同尼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
持。中方欢迎尼方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愿同尼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农
业、产能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助力尼日利亚经济社会发展，将中尼
合作打造成中非合作的典范。

布哈里表示，祝贺中方成功举办
北京峰会这一历史性盛会。论坛已
经成为将为26亿非中人民创造更加
光明未来的重要平台。尼日利亚将
同论坛成员方一道，落实好北京峰会
各项成果。尼方感谢中方为尼日利
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实实在在的
支持。正是由于中方的帮助，尼日利
亚才拥有了西非第一条城铁—阿布
贾城铁。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技术、中
国质量、中国速度。尼方赞赏“一带
一路”倡议，认为将为非洲和中国实
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奠定重要基
础。尼方愿参与共建。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

习近平指出，中马关系正处于历
史最好时期，呈现出强劲活力和广阔
前景。双方要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两国友好合
作再上新台阶。中方支持马方维护稳
定，发展经济，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愿同马方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密切各领域合作，为马达加斯加实
现经济自主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双方要就气候变化、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非洲和平和安全等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维
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埃里表示，祝贺习近平主席成功
主持北京峰会。马达加斯加完全支持
习主席提出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重要倡议和为此提出的各项举
措，这为非中深化合作注入更多力量、
更大活力。中国以实际行动体现对非
洲的支持，这对非洲非常重要。马中
关系建立在友谊和相互理解、互利共
赢基础之上。马达加斯加愿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做中国对非交往合
作的重要门户。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乍得总统代比。

习近平强调，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圆满落幕，感谢总统先生为此作出的
重要贡献。近年来，我同总统先生多次
会面，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中乍双方要
乘势而上，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共识为契机，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
作成果。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
强各领域各层级往来，继续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愿
同乍方推进落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扩
大能源勘探开发合作，助力乍得加快工
业化进程。中方也愿帮助乍方加强反
恐和维和维稳能力建设。

代比表示，祝贺北京峰会圆满成
功。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非方领
导人出席峰会，一个会议，大家欢聚一
堂，进行兄弟般、朋友式的交流，探讨
共同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令人赞
叹。这反映出非洲国家信任习近平主
席，信任中国，对非中伙伴关系充满期
待，充满信心。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八
大行动”面向未来，真实亲诚。感谢伟
大的中国多年来对乍得国家发展的帮
助，乍中合作已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
果。乍得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
也欢迎中国的投资和技术，以不断深
化乍中各领域务实合作。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

习近平指出，感谢瓦斯总统为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所作贡
献，我高度评价总统先生在峰会上关
于加强中非合作、携手共建“一带一
路”的积极表态。

习近平强调，早在几内亚比绍争取
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时期，中几比两国
人民就结下了深厚友谊。中方很高兴
看到，近期几内亚比绍局势出现积极进
展，我们真诚祝愿几内亚比绍人民携手
共建美好家园。中方赞赏几比方坚定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几比人民
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一贯尊
重几内亚比绍人民的自主选择。中方
愿同几比方继续相互支持，深化农业、
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用好中非合作论
坛和中葡合作论坛两个平台，将两国友
好转化为更多合作成果。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为
中国地方，特别是中西部省市加强对
外交往创造了新的机遇，我们鼓励他
们同几内亚比绍等国加强交往合作。

瓦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
的宝贵支持。我这次访华去了地方。
在湖南，我向袁隆平院士学习水稻种植
技术，中国正在帮助几内亚比绍实现粮
食自给自足。我还去了重庆，这是时隔
14年再次访问这个城市。我发现重庆
又取得了新的巨大发展。我十分钦佩
中国的发展成就，多么希望我的国家能
像中国一样发展。几比方愿借鉴中国
治国理政、减贫方面的经验，以这次北
京峰会为契机，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拓展同中国的合作。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

习近平感谢姆南加古瓦总统和津
巴布韦政府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成功举行所作的重要贡献，赞赏姆南
加古瓦总统在峰会上表达同中方携手
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意愿。习近平
指出，中国和津巴布韦一直是好朋友、
好伙伴、好兄弟。中国一贯支持津巴
布韦政府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支持津方反对外来干涉、自主选择发
展道路。双方在新时期要继往开来，
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进
一步加强执政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津方发展振兴经
济的努力，增强津方经济的“造血功
能”。双方要积极探索新模式新领域，
推动经贸合作可持续发展。要加强在
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更好维护
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姆南加古瓦表示，津中之间有着特
殊友谊，津巴布韦政府和人民感谢中方
多年来对津巴布韦经济和民生提供的
宝贵帮助，全力支持中方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合
作措施，希望加强同中国投融资、基础
设施、农业、通信、电力等领域合作。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突尼斯总理沙赫德。

习近平强调，中突传统友好，无论
形势如何变化，中突友谊不会变。当
前中突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
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突方探索符合自
身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道路，支
持突尼斯维护国家稳定、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双方要多走动、多了解，加强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方愿同突方继
续推进有关重点项目，深化航天、旅游
等领域合作。双方要在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上携手努力，共同维护广大发
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沙赫德表示，祝贺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圆满成功。这次峰会出席率高，
成果丰硕，特别是制定了重要的“八大
行动”，必将把非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水
平。突尼斯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
造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共建“一带
一路”的倡议，希望借鉴中国的成功发
展经验，加强双方在经贸、旅游等领域
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突尼斯投资。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孙
奕）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

习近平指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取得成功，有力证明了几乎所有非洲
国家都是中国的好朋友。我们欢迎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回到中非友好合作大
家庭。2016年12月中圣普复交以来，
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充分证
明双方复交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
益。中方赞赏总理先生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积极推动对华友好合作，中国将
是圣普发展道路上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好伙伴，我们愿支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的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同圣普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
持。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相信两国
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一定会不
断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人民。

特罗瓦达表示，热烈祝贺北京峰
会取得成功。这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首次参加峰会，我们期待同各方一道，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
出贡献。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钦佩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中非合作举措，感谢中
国始终坚定地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
事实证明，圣普同中国复交的决定完
全正确。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坚定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紧

密关系，愿深化双方经济社会领域互
利合作，助力圣普的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理乌叶海亚。

习近平请乌叶海亚转达对布特弗
利卡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感
谢阿尔及利亚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成功举行所作贡献。习近平强调，
中阿传统友谊深厚，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快速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
硕。中阿加强战略互信和相互协调符
合两国共同利益。今年是中阿建交60
周年，中方愿同阿方以落实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在共建“一
带一路”框架内，继续深化基础设施建
设等领域合作。今年又是中国向阿尔
及利亚暨非洲派遣医疗队55周年，中
方将继续同阿方深化卫生领域合作，
增进贵国人民健康福祉。

乌叶海亚表示，昨天，我向布特弗
利卡总统报告了北京峰会的盛况。他
让我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以
及对中国支持非洲的衷心感谢。乌叶
海亚表示，阿中关系历史悠久。阿尔
及利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发
展中得到中方宝贵支持，双方在国际
事务中一直紧密配合。阿方赞赏并支
持北京峰会提出的中非合作新举措，
愿以此次双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
议为契机，深化双方务实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摩洛哥首相奥斯曼尼。

习近平指出，中摩交往源远流长，
早在14世纪，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
白图泰就来到中国，沟通了中国与非洲
和阿拉伯世界的联系。今年是中摩建
交60周年，中方愿以此为新起点，同摩
方一道努力，推动中摩战略伙伴关系取
得新的、更大发展。中方将一如既往地
坚定支持摩方维护国家稳定、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的努力，视摩方为共建“一带
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要在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沟通和协调，维
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奥斯曼尼表示，穆罕默德六世国
王陛下高度重视摩中战略伙伴关系。
摩洛哥赞赏中国致力于实现世界的和
平稳定以及各国人民的福祉，认为中
国是国际舞台上重要和积极的力量。
祝贺中方成功主办这次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这对非洲的未来非常重
要。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的讲话是个
极为重要和务实的讲话，在非洲产生
了极大反响，将有力促进非洲的发展
和非中合作。摩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各
项非中合作措施，感谢中国长期给予
的帮助和支持，将恪守一个中国政
策。伊本·白图泰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先行者。摩洛哥愿成为21世纪“一
带一路”合作的强有力伙伴。

习近平分别会见多国领导人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

习近平指出，感谢法基主席为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作出的
重要贡献。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自强
的旗帜。中国一贯支持非洲联盟在非

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在中
非关系发展和中非合作论坛事务中发
挥更大建设性作用。近年来，中国同
非洲联盟合作成果丰硕，在国际事务
中沟通和协调更加密切。中方愿以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召开为契
机，同非洲联盟加强战略对接，共建

“一带一路”，深化务实合作，拓展安全
合作，推进能力建设。中方坚定支持
非洲联盟和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
非洲问题，支持提升非洲自主维和维
稳能力，支持非洲联盟在跨国跨区域
合作中发挥更大引领协调作用。

法基表示，北京峰会成功举行，在

习近平主席的引领下，非中关系找准
了方向，走对了路。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八大行动”，同“一带一路”倡议高
度契合，也将助力非洲联盟实现
《2063年议程》，一定会促进非洲的和
平与发展。非洲人民渴望幸福，没有
和平与发展就不会有幸福的生活。中

国已经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心，非洲人
民不会忘记。非洲联盟愿同中国和论
坛非洲成员方共同努力，落实好北京
峰会共识，造福非中人民。非洲联盟
致力于推进非洲一体化，反对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愿同中国加强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合作。

习近平会见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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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县起义领导者王泰吉：
生死利害，在所不计

据新华社西安9月5日电（记者李浩）王泰
吉，1906年生，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现为西安
市临潼区北田街道）尖角村人。1924年 5月考
入广州黄埔军校第1期，离开西安前曾吟诗怀
志：“七尺男儿汉，足立天地间；满目不平事，蹈
覆待何年？！”王泰吉到校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1928年5月，王泰吉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
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他和唐澍、刘志丹等
人一起领导这支千余人的革命武装，与当地的
农民运动相结合，打土豪、分粮食，协助地方党
组织在东起少华山、西到临潼县、北到渭北、南
至秦岭的1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建立了红
色政权。

起义再次失败后，王泰吉只身到河南南召县，
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不久被捕，被押往南京。虽
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并未动摇他的革命信念，反
动当局施以刑讯折磨，他也毫不屈服，并在狱中写
诗明志：“南京被押己巳年，蚤虱围攻何足怜。翻
身消灭尔丑类，革命精神炼愈坚”“三尺榻上不容
睡，五步室内寄余身，狂吟将伯君毋躁，独对铁窗
思好音。”

1930年王泰吉经杨虎城保释出狱，在杨部任
第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

1933年11月，陕甘边特委、临时总指挥部党
委决定，将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
第42师，王泰吉任师长，率部开辟以南梁为中心
的陕甘边根据地。

1934年1月，为了扩大革命武装力量，王泰
吉主动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途经陕西淳化
通润镇时被捕。被关押期间，任凭敌人软硬兼施，
威逼利诱，王泰吉都未失共产党员的气节，还在拘
留室的墙壁上留下了豪气干云的诗句：“几经奋起
几颠沛，愧无良平智量深，引颈辞世诚快事，瞑目
庆祝红旗飞。”王泰吉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后，恳切地对杨虎城部队旧友们说，希望十七路军
能为全国的团结抗日事业出力。3月3日，王泰吉
被秘密杀害于西安西华门“绥靖”公署军法处的大
院内，年仅28岁。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征求意见
专家建议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罗沙 陈菲）民
法典各分编草案9月5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8
年11月3日。

“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近年来引发不少争议，这
次草案中暂未对现行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
规定作出实质性修改。最高法今年1月出台了关
于夫妻债务问题的司法解释，实践中效果不错。”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李世刚说，“建议将这个司法
解释的经验纳入民法典草案，完善夫妻共同债务
制度。”

近期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审议。在分组审
议时，不少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样建议将最高法相
关司法解释纳入草案，明确夫妻债务“共债共签”
原则。

“‘共债共签’符合我国家庭、夫妻关系平等
和互相尊重的基本原则。家庭日常生活以外的
大额举债，应该夫妻之间互相商量，经过双方共
同同意，才能被认为是共同债务。”列席会议的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谭琳说。

公开征求意见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总共包
括六编，即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
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共1034条，对我国
现行民法通则、物权法、婚姻法等民事法律规范
进行全面系统编订纂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
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编
纂迈出“第二步”。

据悉，社会公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
（www.npc.gov.cn）提出意见，也可以将意见寄
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北京市西城
区前门西大街1号，邮编：100805），并在信封上
注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

此外，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救援衔条例
草案、车辆购置税法草案、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二
次审议稿、耕地占用税法草案也于5日起在中国
人大网公布并征求意见，这四部草案征求意见截
止日期为2018年10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