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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4 日电 1 月 24 日，在结束对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国
事访问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国务委员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 23 日晚上，习近平离开德黑兰启程回国。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等到机场送行。

习近平结束对沙特阿拉伯、
埃及、伊朗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 1 月 24 日电 2016
年1月19日至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沙特、埃及、伊朗进行国事访问，并
访问阿盟总部。行程结束之际，外交
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
即远赴沙特、埃及和伊朗，展开今年
首场重大外交行动。3 国都是中东
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又都同中国
有着传统友好，保持广泛合作。3 国
领导人多次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往
访。此次习近平主席应约而至，并把
3 国作为今年的首访，充分体现了中
国对发展同 3 国以及整个中东地区
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时，当此世界经
济复苏步履维艰、地区热点问题集中
频发之际，习近平主席为和平而来，
为发展而至，为和解而呼，更令此访
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
注与期待。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夙兴夜

寐，风尘仆仆，5 天之内到访 4 个城
市，开展 40 多场活动，同 3 国领导人
和 3 个区域组织负责人深入会谈交
流，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此访共签署
52 项合作文件，内容丰富，成果丰
硕，意义重大。概括而言，习近平主席
此次历史性的中东之行是一次成功
的深化传统友好之旅、谋求合作共赢
之旅、促进地区和平和解之旅、推动
各国和平与发展之旅。

一、秉承传统友好，提升政治
关系。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
中国与 3 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历
久弥新，建交以来始终甘苦与共、

守望相助，经受住了国际和地区风
云变幻的考验。新形势下，加强政
策沟通，凝聚更多共识，提升关系
定位，为合作奠定更坚实基础，正
当其时。

习近平主席 2008 年作为国家
副主席访问沙特时，中沙建立战略
友好关系，双边关系进入快车道。此
次重访沙特，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国
际和地区形势复杂变化之际，中沙作
为重要发展中国家，有必要提高两国
关系水平，携手应对挑战。为此，两
国元首共同宣布建立中沙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提升了中沙关系的战略意

涵。作为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重
要的第一步，双方同意建立两国高级
别委员会，以从战略层面指导和协调
各领域合作。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
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中埃关系是
中阿、中非关系的一面旗帜。此访
恰逢中埃建交 60 周年，六十甲子一
轮回，而今迈步从头越。双方专门
发表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五年实施纲要，充实了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含金量，对中阿关系
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团结合作都将产
生示范效应。 （下转第二版）

共叙友好 共话合作 共谋发展
——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埃及、伊朗和阿盟总部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1 月 22 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入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大释放内需潜
力；确定进一步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
剩产能的措施，促进企业脱困和产业
升级。

会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发展
最大的潜力所在。按照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要求，抓住农民工融入城
镇这一关键，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推
进新型城镇化，既是重大民生工

程，也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和消
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会
议确定，一是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
户条件，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对土地
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
分配权的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开高
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
员等落户限制。国务院已颁布居住
证暂行条例，各地要结合本地实
际，抓紧制定细则，使有别于以往
各类暂住证、含金量更高的居住证

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
口，让他们尽早在居住地享有义务
教育、就业、医疗、法律援助等多
项基本公共服务。二是加快城镇棚
户区和危旧房改造，提高棚改货币
化安置比例。将棚改政策支持范围
扩大到全国重点镇。降低准入门
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地下
管网等建设。运用“互联网＋”推
进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公共服务和
公共安全保障水平。三是扩大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范围，积极发展中

小城市，开展赋予镇区人口 10 万以
上的特大镇部分县级管理权限试
点，以特色城镇发展带动脱贫攻坚
和新农村建设。四是完善土地、城
镇住房等制度，鼓励地方利用财政
资金和社会资本设立城镇化发展基
金。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建设用地
增加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
钩，中央预算内相关投资向转移人
口落户较多的城镇倾斜。为“新市
民”更好融入“新城镇”创造条
件。 （下转第二版）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确定进一步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的措施，促进企业脱困和产业升级

两年多前，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场合倡议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放飞
“一带一路”梦想。如今，梦想开始照进现实，“一带
一路”正在收获早期成果。

“‘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
一枝独秀的小利。”习近平主席在今年首访中东期间
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说。

2016 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
中国与沿线国家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年份。
以“一带一路”为绢帛、以创新合作为笔墨、以共谋
发展为气韵，中国与世界共同绘制的合作共赢壮丽画
卷正在徐徐展开。

（一）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2014 年秋，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晚宴上，习近平主席向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事介绍
了中国古代哲人的这句名言。

同在北京 APEC 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
将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提供投
融资支持。

巧合的是，丝路基金投向“一带一路”的首单项
目就跟“水”直接相关。2015 年 4 月，位于中巴经济
走廊的卡洛特水电站被确立为丝路基金首个对外投资
项目。2016 年 1 月 10 日，在距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
兰堡 50 多公里处的吉拉姆河畔，三峡集团承建的卡
洛特水电站主体工程开工。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之一。
习近平主席 2015年 4月访问巴基斯坦时，双方确定了
以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
设施、产业合作为重要领域的“1＋4”合作框架。

能源，是激活中巴经济走廊的血液。多年来，
缺电是困扰巴基斯坦民生和经济的一大难题，即使
在伊斯兰堡，夏天经常每天停电 12 小时左右。让水
能资源丰富的吉拉姆河涌水成金，将大自然馈赠的
湍急水流转变为清洁电力能源，是巴基斯坦人勾勒
40 年的梦想。如今，这一梦想正在成为触手可及的
现实。

30 岁的瓦西·海德尔供职于三峡集团南亚公司。
他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一项目将使巴基斯坦“通向发
展和繁荣的光明彼岸，造福我们的同胞”。

“一带一路”也给雄心勃勃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布局海外、升级产业
链、打造品牌的梦想平台。三峡集团南亚公司驻巴总代表盛震东告诉记
者，作为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在建的最大水电项目，卡洛特水电站是集团打
造全产业链“走出去”的样板，也将为中国水电技术和标准走向海外提供
一个典范。

共商、共建、共享，是贯穿“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旋律。今年 1 月 15
日，巴基斯坦政府决定成立以总理谢里夫为主席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指导
委员会，以更好地协调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日本外交学者网站评点
说，中巴经济走廊将为巴“强力充电”。

上善若水。在通晓中文的亚洲和平和解理事会主席、泰国前副总理素
拉革看来，习主席经常引用的这句话，展示了中国倡议共建“一带一路”
的真正含义，“就是要像水一样为所有人带来利益，而不对任何人构成威
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下转第七版）

﹃
一带一路

﹄
，当梦想照进现实

迈 向 共 同 发 展 新 征 程
——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埃及、伊朗综述

从 1 月 24 日起至 3 月 3 日止，为期

40 天的 2016 年铁路春运正式拉开大

幕。据中国铁路总公司预测，2016年春

运期间，全国铁路将发送旅客3.32亿人

次，同比增加3755万人次，增长12.7%。

由于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高度重叠，

使得节前客流高峰提前，预计进入春运

后客流即迅速攀升形成高峰。

图为 1 月 24 日，在上海虹桥开往

北京南的 G118 次列车上，旅客和乘

务员展示“福”字和春联。当日，上

海铁路局南京客运段在多次春运列车

上开展“2016 铁路春运送万福”公益

活动，让春运中的旅客感受到浓浓的

节日氛围。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特别报道见五版）

春运启动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3.32 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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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重振纺织服装业胜算几何？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深入推进，河北保定看好这一政策红利给

本地纺织业带来的重振机会。但面对本地粗放管理、附加值低的产业格
局，保定能否真正重振服装业？记者通过对保定纺织企业的深入调研，
深感尚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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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近日，英国各界纷纷将视线集中在中国去年经济增速上，并发布一系

列报告和观点。英国投资者总体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符合此前预
期，经济结构正在按照中国政府改革方向发生转变，供给侧改革也将成为
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再平衡的正确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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掂掂 GDP 的含金量
评判我国经济的变化，应该更多地考虑基数变化、换挡要求和增量平

稳上升的态势。虽然去年GDP增速放缓，但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仍然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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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 2016，别错过这些“福利”
近几年，我国扶持创业的政策、平台、保障措施等不断完善。作为

创业者不能光埋头干，还得抬头看，要让更多资源为己所用。2016年，
创业者将有机会得到哪些福利？记者从近期召开的2016年全国科技工
作会议上捕捉到了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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