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 2019年11月16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林永成 美编：张昕A09 综合

■■■■■ ■■■■■ ■■■■■

新华社巴西利亚 11月 15日电
2019年11月10日至14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应邀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赴
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
晤。行程结束之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国内刚刚顺利召开中
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成功举办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习近平主
席又开启繁忙的出访行程。相知不
以万里远，此访穿越欧洲拉美，汇聚
金砖五国，话友好，论大势，谋共
赢。习近平主席与各国领导人深入
交流对话，使绵延千年的东西方文
明跨越时空，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芒。

一、巩固中希传统友
谊，打造互信互利典范。

王毅说，希腊与中国同为文明
古国，互为全面战略伙伴。建交47
年来，两国始终相互理解、相互尊
重，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
互坚定支持。帕夫洛普洛斯总统5
月赴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并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米佐塔基斯
总理 11 月初来华出席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时隔不到一周，
习近平主席应邀访希，充分体现了
两国领导人的亲密友谊和中希关系
的高水平。相似的理念，相通的文
化，使得每一次中希之间的交流，都
能产生“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共鸣。
两国领导人倾心相谈，达成许多新
的重要共识，一致同意要拉紧务实
合作和文明交流纽带，将中希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习
主席的访问在希腊掀起了“中国旋
风”，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热评，国际
主流媒体高度关注，称“中希关系进
入蜜月期”。

开辟共建“一带一路”新前景。
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项目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成功范例，直接和间接
为当地1万多人创造了就业，已成为
地中海地区最大港口。习近平主席
亲赴比港考察，受到当地员工热烈欢
迎，他们动情地讲述与中远海运比港
项目的故事，感谢中方给他们提供了
工作机会，使他们过上安心舒心的生
活。米佐塔基斯和希方官员都表示，
比港项目是互惠互利的，有力促进了
希腊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得到了希
腊人民广泛支持。他们感谢中国在
希腊身处债务危机时施以援手，患难

见真情，从中体会到了“朋友”一词
的真正含义，愿同中方一道，做大做
强比港项目。习近平主席指出，中
国秉持正确义利观。比雷埃夫斯港
项目是中希双方优势互补、强强联
合、互利共赢的成功范例。希望双
方搞好港口后续建设，打造中欧陆
海快线。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比港合作的积极效应和辐射影响将
进一步显现，不断惠及两国及地区
人民。事实已经证明，“一带一路”
不是口号和传说，而是成功的实践和
精彩的现实。

提升文明交流互鉴新高度。习
近平主席此访希腊，是东方文明同
西方文明的交汇，展示出中希两个
伟大古老文明的和合之美。两国元
首会谈并一同参观雅典卫城博物
馆，徜徉历史长河，纵论文明智慧，
以古鉴今，展望未来。习近平主席
指出，我怀着对文明的尊重和对未
来的期许来到希腊。中希友好不仅
是两国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
话。人类应该秉持和追求高尚的情
操。中国绝不会搞国强必霸，从不认
同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习近平主席
强调，中希两国人民对丰厚的文化根
脉备感自豪，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
价值备加珍惜。中国和希腊积淀千年
的智慧孕育了两国顺应历史潮流的政
策主张。双方应发挥各自文化底蕴优
势，共同打造不同文明以及各国人民
和谐共处之道。帕夫洛普洛斯总统表
示，古老、灿烂、伟大的文明将两国人
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感谢习近平
主席对希腊文明给予的理解，希腊人
民也十分尊重悠久的中华文明，钦佩
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希腊坚决反对
所谓“文明冲突论”，真正的文明之间
不会发生冲突、制造隔阂，而是交流互
鉴、和谐共存。无论是中国的历史文
化传统，还是当今中国开放、进步、发
展的事实，中国都有力回击了“文明冲
突论”和“国强必霸论”。他赞赏中国
在国际上奉行崇高的道义标准，强调
如果各国都秉持这样的理念，人类前
进的道路将越走越宽广。两国领导
人一致同意要守正创新，推动不同
文明和国家包容互鉴，让古老文明
的智慧照鉴未来，为促进世界和平
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
有贡献。

增添中欧互利合作新动力。今
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是欧洲，年
终收官之作也是欧洲，双方还在筹

划明年举办一系列重要活动，充分
表明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欧关系。
希腊是欧盟重要成员，今年 4月刚
刚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
制。针对国际上一些挑拨中欧关系
的论调，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欧关系
是当今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中欧良性互动和互利合作符合
各自利益，具有战略意义。重申中
国政府坚定支持一个团结、稳定、繁
荣、强大的欧洲，指出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丰富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内涵，有助于推进欧洲一体化
进程。希方领导人表示，不认同

“17+1”合作会分化欧洲的说法，中
方倡议的“17+1”合作机制把希中、
欧中紧密联系在一起。希方将积极
致力于这一合作，并愿为推动欧中
整体关系向前发展发挥桥梁和纽带
作用。

二、擘画金砖合作蓝
图，深化战略伙伴关系。

王毅说，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
巴西利亚会晤是在世界经济发展和
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时刻举行的。
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相继崛起，有力
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进程，新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为各国实现跨越式发
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另一方面，保
护主义、单边主义愈演愈烈，世界经
济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方政策主张，强
调推进政治、经济、人文“三轮驱
动”，为金砖国家加强团结合作、打
造第二个“金色十年”指明了方向。
会晤发表了领导人宣言，充分吸纳
了中方的立场和主张。

密切战略沟通协调，捍卫国际
公平正义。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会
晤以及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
领导人双边会晤时明确提出，要通
过金砖国家各层级磋商机制，密切
战略沟通协调，深化金砖战略伙伴
关系，合作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
护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
通过平等对话，建设性参与热点问
题解决进程，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各国领导
人均表示，将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上的战略合作，捍卫国际公
平正义，维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共同利益。巴西利亚宣言系统

阐述了金砖五国在维护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多边主义、政
治解决热点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发
出了响亮明确的金砖声音，为不确
定的国际形势注入了稳定性，为世
界和平安全提供了正能量。

聚焦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新工
业革命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紧扣
巴西利亚会晤“经济增长打造创新
未来”这一主题，呼吁把握改革创新
的时代机遇，持续推进金砖国家新
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深入挖掘“创新
金砖”网络、未来网络研究院等务实
合作潜力，在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
领域开创新的增长点，打造新的合
作成果，提升各国自主发展能力。
巴西利亚宣言欢迎建立“创新金砖”
网络和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新架
构，标志着金砖国家推进新工业革
命伙伴关系迈出了重要步伐，将有
助于五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
量发展。

弘扬“金砖+”精神，拓展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习近平
主席在讲话中强调五国要以“金
砖+”合作为平台，推动广大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加
强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的交流对
话，让金砖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网
越来越广。领导人首次认可并将金
砖新开发银行扩员问题提上金砖日
程，“金砖+”合作在关键领域取得重
要进展，将进一步增强金砖机制的
发展活力，促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的团结自强。

三、展现大国责任担
当，分享中国理念智慧。

王毅说，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习近平主席从人类历史进
程和国际格局演变的高度，精辟总
结中国的成功经验，提出契合国际
社会期待、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中
国方案，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引领。

阐述多边主义时代内涵。当前
世界各种思潮交织激荡，各方围绕
要不要坚持多边主义，坚持什么样
的多边主义展开深入讨论。习近平
主席在讲话中呼吁践行多边主义，
明确指出坚持多边主义应该以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目标，以
捍卫公平正义、推动互利共赢为宗
旨，坚持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

中的核心地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建设和变革。强调多边主义的核心
要义是，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商
量着办，不能由一国或者少数几个
国家说了算。习近平主席关于多边
主义目标、宗旨的论述在当前国际
形势下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分享开放共赢合作机遇。习近
平主席强调，发展中国家应保持定
力自信，融入全球化潮流，把握科技
进步大势，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坚
持扩大开放，谋求互利共赢，构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习近平主席鼓励各
国抓住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
及巨大市场潜力提供的重要机遇，
积极共建“一带一路”，从中收获更
多合作成果。

倡导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金
砖成员来自亚非拉欧各大洲。习近
平主席继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
共同体之后，首次提出致力于构建
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
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这一目
标的提出，顺应了开放融合的时代
潮流，指出了亚太地区各国正确的
合作方向，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内涵的丰富和拓展，必将呈现出
强大的生命力。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夫人彭
丽媛出席了有关双边和金砖国家领
导人配偶活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
的亲和力和独特魅力，为促进中国
同有关国家相知相亲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王毅说，2019年，习近平主席先
后7次出访，主持4次主场外交，全
面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伟大
成就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范。在
风云激荡的国际形势中，习近平主
席以坚定自信的政治气魄、大国领
袖的责任担当，深入思考人类前途
命运，从容书写外交华章，有力提升
了中国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彩云长在有新天”。70 年的
中国外交，艰难险阻，玉汝于成，走
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成功道路。新
时代的中国外交，风华正茂，重任
在肩，必将开辟更加不平凡的美好
明天。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
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团结拼搏，
开拓进取，作出无愧于新时代、不
辜负党和人民的新贡献，为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谱写新的壮丽篇章。

彩云长在有新天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

新华社巴西利亚 11月 14日电
（记者霍小光 许林贵）当地时间11月
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会
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习近平指出，中南同为主要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内
都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任，
对外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单
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中方愿同南非

密切协作，坚定维护好发展好中南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要继续保
持战略沟通，加强党际交往和治国
理政经验交流，在事关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
互支持，巩固“同志加兄弟”的特殊
友谊和高度互信。双方要加强发展
战略对接，积极扩大双边贸易和投
资，拓展产能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方
愿同南非方面共同努力，加强金砖
国家团结合作，推进中非合作论坛
建设，保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上的密切沟通协调，维护国际公平
正义。

拉马福萨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他表示，南非高度赞
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

伟大成就，坚定支持中国的发展壮
大，坚决反对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单
边霸凌行径和对中国企业的不公正
待遇，支持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正
当权益。南非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
党际交流互鉴。南非希望拓展双方
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等领
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南非
投资兴业。

拉马福萨介绍了南非明年担任非
盟轮值主席工作设想，期待同中方加
强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帮助非洲实现
和平安全，迎接新工业革命。南非愿
同中方继续就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以及
国际事务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好发展
中国家共同利益。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11月
16日出版的第22期《求是》杂志，将发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举
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就《共产党宣
言》及其时代意义发表的重要讲话：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
人的必修课》。

文章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我
们重温《共产党宣言》，就是要感悟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坚定马克
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
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
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
和水平，把《共产党宣言》蕴含的
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不断谱写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篇章。

文章指出，要深刻认识《共产党
宣言》的重大理论贡献。《共产党宣
言》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
义原理的伟大著作，深刻阐述了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深刻阐述
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品格，深
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立
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崇高理想，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
的革命纲领，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精神。

文章指出，要深刻认识《共产党宣
言》对世界社会主义产生的深远影
响。《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在实践
上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深刻改
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我们党开辟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
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
造。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
的忠实传人。

文章指出，要坚持《共产党宣
言》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第一，
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第二，忠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第三，顺应世界发展大势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四，
按照新时代新要求加强党的建设。
第五，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境界。第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

新华社哈瓦那11月14日电 由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古巴广播电
视委员会和中国驻古巴使馆共同主办
的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古巴开播
仪式暨“视听中国·走进古巴”13日在

古巴哈瓦那成功举办。
此次活动上，中国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与古巴广播电视委员会签署了
《广播电视合作协议》，向古巴广播电
视委员会赠播了纪录片《习近平治国

方略》《创新中国》、电视剧《美好生活》
《老男孩》、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
爸》《梦娃》等中国优秀影视作品，赠送
了中国产航拍无人机等设备。活动现
场，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西班牙语译

制的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
“视听中国”活动是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策划实施的公共外交播映活
动，精选优秀影视作品在境外主流媒
体播出并配套举办宣传推广活动。

“视听中国·走进古巴”是该系列活动
在拉美地区的首站。该系列活动还
将在其他拉美国家陆续开展，通过视
听作品向拉美民众介绍一个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

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古巴开播仪式
暨“视听中国·走进古巴”成功举办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实施纲要》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单行本，已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书收录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全文和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答记者问等重要内容。

携手践行多边主义
推进金砖团结合作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上
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当地时
间14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海外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向
世界传递出中国致力于同其他金砖国家深入推
进各领域合作、携手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的有
力信号，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坚持扩大开放，与各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将给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携手倡导践行多边主义
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卢卡斯·瓜尔达认为，习

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呼吁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坚
决反对保护主义，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
象。加强金砖合作，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创造就
业作出切实贡献，世界各国都将从中受益。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大学圣保罗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利贾·科斯塔十分赞赏习近平主席有关践行
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的观点。她说，支持多边
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是维护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最佳选择，期待金砖五国在发展各自经济的同
时进一步加深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说，中国坚
定地支持多边主义，对整个世界的稳定、安全与健
康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非
常重视履行一个大国的全球责任。

卢旺达大学政治科学系高级讲师伊斯梅尔·布
坎南赞同习近平主席关于坚决反对保护主义的论
述。他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阻碍全球经济发展，自
由开放是贸易和投资增长的基石。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爱德赫雷·卡文斯说，习
近平主席的讲话为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和加强多
边贸易体制提供了动力。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
兴经济体应该携手合作，推动新工业革命伙伴关
系向前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
虹认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依然
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和亮点所在。习
近平主席的讲话体现了中国对于维护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
边贸易体制的坚定决心。

深入推进金砖务实合作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路

易斯·保利诺很赞同习近平主席关于深入推进金
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论述。他说，中国
对其他金砖国家，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贡
献了重要力量。

肯尼亚经济学家亨利·万德拉说，金砖国家都
是新兴经济体，市场空间广阔。习近平主席在讲
话中呼吁深入推进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
系，在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不
断打造合作成果。这表明中国看好金砖国家未来
的发展。

智利大学学者、政治分析师吉列尔莫·霍尔茨
曼说，习近平主席讲话中有关在贸易和投资等领
域不断打造合作成果的内容非常重要，将赋予金
砖合作新的力量，推动金砖国家在各领域协同发
展。

黎巴嫩中国问题专家马哈茂德·拉亚说，金砖
五国携手合作将带来真正机遇，让世界各国一起
享受可持续发展的红利。数字经济和现代科技已
成为推动全球经济进步的强有力和可靠动力。金
砖国家在这些领域发展迅速，给全球经济带来积
极乐观的信号。

分享开放共赢合作机遇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业和经济学院副教授沈

凯玲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的谋求开放创
新的发展前景等内容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坚持开
放包容的理念，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
提供了广阔市场，更提供了不断创新的动力。

巴中工商总会研究员伊莎贝尔·卡瓦略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表明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
与世界各国共谋发展的立场和决心。金砖国家等
新兴经济体应提高话语权，开展全球合作，造福世
界人民。

乌克兰政策分析专家弗拉基米尔·沃利亚说，
通过开放和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关系，中国进一步
推动了地区融合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最好
的例证，它不仅使世界联系更加紧密，也使世界更
加安全。

墨西哥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研究所所长何
塞·路易斯·德拉克鲁斯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体
现出中国寻求各方达成共识、相互尊重，从而以和
平稳定的安全环境带动投资与合作，这为各国合
作与发展带来更多确定性。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斯瓦兰·
辛格说，金砖国家已成为支持合作、倡导践行多边
主义的强大力量，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在其中的作用
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