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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内比都1月17日电（记者车宏亮 骆珺）当地时间1
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内比都国际机场，开始
对缅甸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缅甸领空时，2架缅甸战机升空护航。
习近平抵达时，缅甸第一副总统敏瑞率多名内阁部长在舷

梯旁热情迎接。缅甸少年儿童向习近平献花。身着各民族传
统服装的缅甸青年夹道欢迎。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意。当
地艺术家和大学生们表演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歌舞。缅
甸青少年挥动中缅两国国旗，用缅文欢呼“中缅友谊万岁”“习
主席身体健康”，向习近平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微笑着
向他们挥手致意。

习近平车队离机场前往市区。机场大门上方悬挂着写有
“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缅甸”“缅甸联邦共和国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致以崇高敬意”的红色横幅。
沿途两侧中缅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巨幅肖像和写有“中缅
胞波友谊万古长青”“中缅友好合作不断发展”的巨幅标语格外
醒目。当地民众载歌载舞，青年学生挥舞两国国旗，以缅甸人民
特有的质朴热烈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缅甸政府和缅甸人民致
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缅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
邦，两国人民胞波情谊深厚。建交70年来，中缅秉持两国共同倡
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我期待同缅甸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共同传承胞波情谊、密切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关系迈上新
台阶、进入新时代。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抵达内比都
开始对缅甸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内比都 1 月 17 日电 （记
者 蒋 国 鹏）当 地 时 间 1 月 17 日 下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比都总统
府出席缅甸总统温敏举行的隆重欢

迎仪式。
1月的内比都，阳光明媚，草木葱

茏。总统府前草坪上，礼兵英姿飒爽，整
装列队。

温敏在总统府前热情迎候习近
平。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仪仗
队举枪致意，军乐团奏中缅两国国
歌。习近平在温敏陪同下检阅仪仗

队。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
一一握手问候。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
席欢迎仪式。

习近平出席缅甸总统温敏举行的欢迎仪式

新华社内比都1月17日电（记者
黄尹甲子 郑晓奕）当地时间1月17日
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比都总统府
出席缅甸总统温敏举行的欢迎仪式后，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专程前往总统府
欢迎和问候习近平。

昂山素季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

缅甸进行国事访问，表示缅方对此访
期盼已久。习主席此访临近中国新春
佳节，又时值缅中建交 70周年，更具
有特殊意义。缅方非常感谢和珍视中
方多年来给予缅甸的大力支持。缅中

“胞波”之谊历经时代变幻的考验，只
有我们才深知其中的深刻含义。中国

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命运已把我们
双方紧紧联系在一起。缅方愿与中方
继续同甘共苦，构建命运共同体。相
信习主席此访一定能推动两国关系取
得新的发展。

习近平感谢缅甸政府和人民给予的
盛情欢迎。习近平表示，这次我作为国

家主席首次访问缅甸，也是今年我首次
出访，双方将共同庆祝并启动中缅建交
70周年系列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中方
坚定支持缅甸走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
愿巩固和深化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

“胞波”情谊，不断赋予其更丰富内涵，共
同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会见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新华社内比都 1 月 17 日电 （记
者吕传忠 孙浩）当地时间 1 月 17 日
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比都出席缅
甸总统温敏在总统府举行的隆重欢
迎宴会。

习近平在缅甸总统温敏、国务资
政昂山素季、第一副总统敏瑞、第二
副总统亨利班提育等陪同下步入宴
会厅。

军乐团奏中缅两国国歌。
温敏致辞表示，习近平主席将缅

甸作为新年首访国家，缅甸人民深感

荣幸。缅方感谢中方为缅甸和平与
发展提供的支持和帮助。缅中两国
始终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
重、相互理解，致力于发展更加紧密
的合作伙伴关系。相信习主席此访
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祝愿习主席访问圆满顺利，取得
丰硕成果！

习近平在致辞中首先感谢缅甸政
府和人民给予的盛情款待和周到安
排。习近平指出，回顾历史，两国胞波
情谊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历久弥坚，

贵在双方始终坚持心意相通、真诚相交
的胞波情谊，坚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
优良传统，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
作方针。展望未来，双方要以中缅建交
70周年为契机，携手构建中缅命运共同
体，开启中缅关系新时代。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做同舟共
济的好邻居，继续本着睦邻友好精神，
为两国人民安居乐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更好环境。要坚持做同甘共苦的
好朋友，新形势下继续携手弘扬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精神，坚定支持彼此重大关

切，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
展。要坚持做合作共赢的好伙伴，推动
中缅经济走廊进入实质建设，为两国各
领域交往合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给两
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要坚持做心心
相印的好胞波，得民心，顺民意，惠民
生，把中缅友好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
去。相信在新的一年里，中缅两国将继
续守望相助、携手共进，开辟国家发展
新局面，书写中缅友谊新篇章。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出席。

习近平出席缅甸总统温敏举行的欢迎宴会

◀上接A01版
昂山素季表示，缅中领导人共同出

席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系列活动暨缅
中文化旅游年启动仪式，是个吉祥如意
的时刻。无论缅甸国内形势如何变
化，缅甸历届政府均重视同中国发展
友好关系。习近平主席新年伊始对缅
甸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缅中致力于构
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步。缅方积极
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期待缅
中经济走廊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我们
期待两国人文交流日益深化，扩大两
国友好的社会基础。我们坚信在习近
平主席领导下，中国一定能成功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定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相信，中国的
发展将为缅甸和世界带来更大机遇。
我们期待同中国和世界各国一起，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很高兴同大
家一起见证启动中缅建交70周年庆祝
活动和中缅文化旅游年。这是中缅友
好交往光辉历程的重要历史印记，也是
两国人民的华彩盛事。中缅两国人民
友好交往跨越千年，绵延不断。双方有
着心意相通、患难与共的深厚底蕴和宝
贵传统。中缅文化都讲一个“缘”字。
两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胞
波情谊历经千年始终如一，是双边关系
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双方要通过办好
建交庆祝活动和文化旅游年活动，增进
文明互鉴，密切人文交流，为中缅友好
事业培养更多参与者、受益者、支持者，
筑牢两国友好社会基础。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推进中缅关
系，要继往开来、守正创新。我同温敏
总统一致同意共同构建中缅命运共同
体。这一重要政治共识深刻诠释了中
缅两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特殊关
系，生动体现了两国人民患难与共、守
望相助的兄弟情谊，全面擘画了双边关
系未来发展的崭新蓝图。双方要以构
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为遵循，以两国人民

根本利益为重，夯实政治互信，扩大务
实合作，使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朋
友、好胞波、好伙伴。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缅甸共同倡导
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关系史上
的重大创举。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国
际关系中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
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
然任重道远。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
新。中方愿同缅方一道，做弘扬和践
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树立国家
间交往的典范，推动国际社会携手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胞波感情重，江水溯
源长。”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
缅友好交往和合作发展的历史潮流，一
定会像同宗同源的中国澜沧江和缅甸
伊洛瓦底江一样，跨过崇山峻岭，越过
激流险滩，始终奔腾向前。

致辞后，习近平和温敏共同按下按
钮，正式启动中缅文化旅游年。

两国领导人一同欣赏了中缅两国
艺术家呈现的精彩演出。身着民族服
装的缅甸艺术家手持传统工艺制成的
勃生伞，先后拼出“缅甸”、“中国”两个
英文单词。勃生伞宛若一朵朵美丽的
鲜花瞬间绽放出数字“70”，象征着对
中缅建交70周年的美好祝福，全场观
众报以热烈掌声。

仪式开始前，习近平在缅方领导
人陪同下，观看了庆祝中缅建交70周
年图片展。图片展记录了中缅建交
70年来双方交往中的一幕幕感人画
面。习近平不时驻足，认真听取讲解
并仔细观看。

当晚，习近平同缅甸联邦议会议长
兼人民院议长蒂昆密和民族院议长曼
温凯丹进行了友好交谈，并和缅甸主要
政党领导人集体合影留念。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出席中缅建交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暨中缅文化旅游年启动仪式

尊敬的温敏总统，
尊敬的昂山素季国务资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敏格拉巴！

新年伊始，贵国刚刚庆祝了独立
节，中国的春节即将到来，我在这吉祥
如意的时刻访问贵国，特别是今晚同大
家欢聚一堂，感到分外亲切。首先，我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缅甸社会
各界和缅甸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
日的祝福。

刚才，温敏总统和昂山素季国务资
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接下来，我
们将共同启动中缅建交 70 周年庆祝活
动和中缅文化旅游年。这是中缅友好交

往光辉历程的重要历史印记，也是两国
人民的华彩盛事，我很高兴同大家一起
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中缅山水相连，两国人民友好交往
跨越千年，绵延不断。不论是秦汉时期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互通有无，骠国王子
出使盛唐交流歌舞艺术，还是上个世纪
双方携手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体
现了双方心意相通、患难与共的深厚底
蕴和宝贵传统。

中缅文化都讲一个“缘”字。两国地
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胞波情谊
历经千年始终如一，是双边关系发展的
动力和源泉。双方要通过办好建交庆祝
活动，增进文明互鉴，密切人文交流，多

为两国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为中缅友
好事业培养更多参与者、受益者、支持
者，筑牢两国友好社会基础。

文化和民风是一个国家的名片。我
11年前曾访问过贵国，举世闻名的仰光
大金塔、淳朴友好的当地民众、绚丽多
彩的文化风俗，都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
的印象。再次到访内比都，这里依旧宁
静祥和，生机盎然。相信随着中缅文化
旅游年的启动，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
众来到缅甸，领略这里传承千年的美丽
图卷。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时代推进

中缅关系，要继往开来、守正创新。我同

温敏总统一致同意以这次访问为起点，共
同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政治
共识，深刻诠释了中缅两国唇齿相依、休
戚与共的特殊关系，生动体现了两国人民
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谊，全面擘
画了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崭新蓝图。

2020 年对中缅两国和双边关系而
言，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中国将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缅甸将举行新一届大选，国家发展建设
进入新的时期。中缅关系已进入新时
代，双方要以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为遵
循，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夯实政治
互信，扩大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使
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胞波、

好伙伴。
刚才，我参观了庆祝中缅建交70周

年图片展，其中有一张周恩来总理1954
年6月28日至29日访问缅甸的照片，那
时候，中国和印度、缅甸分别发表联合声
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
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命运共同体，但国际关系中不公正
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新形势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没有过时，反而
历久弥新。中方愿同缅方一道，做弘扬
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树立

国家间交往的典范，推动国际社会携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的陈毅元帅

曾赋诗道：“胞波感情重，江水溯源长。”
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缅友好交
往和合作发展的历史潮流，一定会像同
宗同源的中国澜沧江和缅甸伊洛瓦底江
一样，跨过崇山峻岭，越过激流险滩，始
终奔腾向前。

最后，我衷心祝愿，
中缅友好万古长青！
注：
敏格拉巴，缅文读音，意为“你好”。

（新华社内比都1月17日电）

在中缅建交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暨中缅文化旅游年启动仪式上的致辞

（2020年1月17日，内比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缅甸联邦共和国位于亚洲中南半
岛西部，东北与中国毗邻，西北与印度、
孟加拉国相接，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
西南濒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面积约
67.6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445万。首
都为内比都。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有135
个民族。官方语言为缅甸语，各少数民
族均有自己的语言。85%以上的人信
奉佛教，约8%的人信奉伊斯兰教。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传统友谊源远
流长，友好交往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历
史上，缅甸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方向

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两国人民自
古就以“胞波”相称，在缅语中，“胞波”
意为一母同胞的兄弟。

1950年6月8日，中缅两国正式建
交。今年是中缅建交 70 周年。70 年
来，中缅关系在互尊、互信、互助的基础
上不断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间和睦相
处、合作共赢的典范。2011年5月，中
缅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
年来，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继续稳步发
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已
连续多年成为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上接A01版
他表示，缅方感谢中方在若开邦等问
题上给予的理解和支持，赞赏中方为
缅甸国内和平进程发挥的建设性作
用。缅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尊
重中国在香港、澳门实行的“一国两
制”方针，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缅方支持习近平主
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同中

方积极构建缅中命运共同体。中方对
缅甸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无私帮助，
合作惠及民生、关注环保。双方在“一
带一路”框架内推动共建缅中经济走
廊建设，对缅甸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相信随着合作日益深入，缅中关系
将得到更大发展。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谈。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温敏会谈

缅甸联邦共和国

当地时间1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内比都国际机场，开始对缅甸联邦共和国进行
国事访问。习近平抵达时，缅甸第一副总统敏瑞率多名内阁部长在舷梯旁热情迎接。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