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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京抵达金边开始对柬埔寨王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10 月 13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边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新华社记者

就泰国国王普密蓬逝世

习近平向泰国王后诗丽吉致唁电
新华社金边10月13日电 10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泰国国王
普密蓬不幸逝世向泰国王后诗丽吉
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人民并以
个人名义，对普密蓬逝世表示深切
哀悼，向泰国其他王室成员和泰国
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普密蓬
陛下是泰国国家发展的领路人，是
中泰友好的重要推动者。中泰友好
关系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好的程
度，与国王陛下高度重视和身体力
行分不开。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
下，通过双方共同努力，中泰友谊枝

繁叶茂，硕果累累。普密蓬国王的
逝世是两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他将
永远活在两国人民心中。
习近平重申，中方重视中泰友
好关系发展，愿同泰方一道，继往开
来，不断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
作，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就古特雷斯当选下届联合国秘书长

习近平向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致贺电
新华社金边10月13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3 日就葡萄牙前总理、
联合国前难民高专古特雷斯当选下
届联合国秘书长向葡萄牙总统德索
萨致电表示祝贺。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联合国作

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政
府间国际组织，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相信，
古特
雷斯先生将履行其对《联合国宪章》
的承诺，同各方一道，为联合国应对
全球性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
推动全球合作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葡两国有着友
好传统关系，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
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中方愿同
葡方一道，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会谈
两国领导人一致决定中柬继续做高度互信的好朋友、
肝胆相照的好伙伴、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会谈

十月

，

尼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会见后，在柬埔寨太后莫尼列陪同下，
习近平向西哈
努克太皇纪念雕像敬献花篮。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出席上述活动。
本报金边 10 月 13 日电 记者黎越 关晋勇报道：
10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金边，开始对柬
埔寨王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中午 12 时 25 分许，专机抵达金边国际机
场。习近平步出舱门，柬埔寨副首相兼王宫事务大臣贡
桑奥亲王和夏卡朋亲王、阿伦公主等在舷梯旁热情迎接，
礼兵分列红毯两侧。柬埔寨儿童向习近平献上茉莉花手
环。当地群众手持中柬两国领导人画像、挥舞两国国旗
和花束，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习近平向柬埔寨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强调，
柬埔寨是东盟重要成员。近年来，柬埔寨在
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中国和柬埔寨是肝胆相照的好邻居、真朋友。建
交 58 年来，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开创和精心培育的
中柬睦邻友好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历久弥
新。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不仅为两国
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世界
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我期待着同柬埔寨领导
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相信这
次访问将推动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贡桑奥陪同习近平至下榻饭店，并向习近平转交柬
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赠送的花篮。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熊波也到机场迎接。
在结束对柬埔寨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还将对孟加
拉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八次会晤。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
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应柬埔寨王国国王西哈莫尼、孟加
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哈米德、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对
柬埔寨、孟加拉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印度果阿举行
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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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金边 10 月 13 日
电 记者黎越 关晋勇报
道：
13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金边会见柬埔寨国王西
哈莫尼。
习近平高度评价源远
流长的中柬友谊。习近平
强调，中柬传统友谊是由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
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
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
心培育的。西哈努克太皇
深受中国人民敬重和爱
戴，在中柬友好史上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近年
来，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深入发展，给两国
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
益。中方珍视同柬埔寨王
室的特殊友谊，高度重视
发展对柬埔寨关系，
愿同柬方一道，坚定不移推进中柬友
好事业，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更
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永远是柬埔寨的好伙伴、好朋友。
西哈莫尼代表柬埔寨王室、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
习近平主席来访，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柬埔
寨王室的深情厚意、对柬埔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
支持。西哈莫尼表示，柬方对柬中在政治、经济、人文等
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感到满意，相信习主席此访将深化
两国业已存在的良好关系，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多成
果。柬方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缔造的柬
中友谊不断发扬光大，
使柬中关系越来越好、好上加好。
会见前，习近平出席西哈莫尼在王宫举行的盛大欢
迎仪式。
欢迎仪式开始前，万余名当地民众簇拥在通往王宫
的街道两旁和王宫外广场上，他们手持中柬两国国旗、领
导人画像和花束，
热烈欢迎中国贵宾的到来。
当地时间下午 3 时 15 分许，习近平抵达王宫金銮殿
前广场。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在停车处迎接，柬埔寨青
年向习近平献上茉莉花手环。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
乐队奏中柬两国国歌。习近平在西哈莫尼陪同下检阅仪
仗队。检阅结束后，
习近平同柬方主要官员握手，西哈莫

谢环驰摄

10月1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金边国际机场，
开始对柬埔寨王国进行国事访问。柬埔寨副首相
兼王宫事务大臣贡桑奥亲王和夏卡朋亲王、
阿伦公主等热情迎接习近平主席。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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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边 10 月 13 日电 记者
黎越 关晋勇报道：13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金边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举
行会谈。双方高度评价中柬传统友
谊，就新形势下深化中柬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
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
共识，一致决定共同维护好和发扬
好中柬友谊，推动中柬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由两国老一辈领
导人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柬友
谊历久弥坚。当前，中柬关系呈现
积极发展势头，政治互信不断加强，
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多边配合更加
密切。中方始终珍视中柬传统友
谊，愿同柬方一道，不断丰富中柬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给两国
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赞扬柬埔寨政治社会稳
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
国际地位提高，表示相信柬埔寨政
府一定能够带领柬埔寨人民，把国
家建设得更加富强。中方坚定支持
柬埔寨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愿继续为柬埔寨国家建设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洪森表示，柬中两国是高度互
信的好朋友，双方在各自发展和彼
此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相互理解和
支持。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
的帮助，坚持将传承两国老一辈领
导人缔造的柬中传统友谊作为重要
使命。柬方愿同中方一道，
以习主席
此访为契机，加强柬中友好，深化两
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两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巩固中柬
传统友好，大力推动全面战略合作，
让两国继续做高度互信的好朋友、
肝胆相照的好伙伴、休戚相关的命
运共同体。
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互访和交往
的良好传统，加强高层战略沟通，引
领新时期中柬关系发展，加强政府、
议会、政党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扩大外交和执法安全合作。
双方同意加快两国发展战略对
接，制定并实施好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采取措施扩
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在产能、投

资、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能
源、通信、工业、海洋等领域合作，继
续实施好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等合
作项目。
双 方 同 意 扩 大 科 技 、教 育 、文
化、文物、卫生、旅游等领域交流合
作，加强民间特别是青少年友好交
往，培养中柬友好事业接班人，夯实
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
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中国—东盟
合作，加强在联合国、亚欧会议、东
亚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多
边框架内的沟通和协调，维护两国
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
了外交、共建“一带一路”、产能合
作、投资、水利、新闻、海洋等领域多
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并共同出
席金边中国文化中心揭牌仪式。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向柬埔寨独立
纪念碑献花圈。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出席
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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