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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与“金色孟加拉梦”相融相通
——访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马明强

本报记者 梁 桐 王宝锟

日前，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马
明强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孟
加拉国意义重大，是 30 年来中国国
家元首首次访孟，也是中孟建交以
来最重要的访问，将为两国共建“一
带一路”注入新动力，全面提升两国
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水平，
开辟中孟关系发展新篇章。

马明强大使表示，习主席此次
访问孟加拉国具有里程碑意义。一
方面，此次访问将是中孟两国间的
梦想对接之行。上世纪 70 年代，孟
加拉国国父穆吉布·拉赫曼曾提出
旨在消除贫困和饥饿，实现平等和
民主的“金色孟加拉”之梦，这与“中
国梦”是相一致的；另一方面，此次
访问将是中孟两国间的发展目标对
接之行。中国制定了“两个一百年”
的宏伟目标，孟加拉国也制定了到
2021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2040年
成为发达国家的发展蓝图，两国在
发展目标上高度一致。此次访问将
通过提升两国政治互信水平，进一
步拓展两国合作的机遇。

“ 一 带 一 路 ” 是 串 起 “ 中 国
梦”与“孟加拉梦”的桥梁。马明
强大使认为，孟加拉国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地位很重要。一方

面，孟加拉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处在南亚经济圈、东南亚经
济圈和东北亚经济圈内，是区域互
联互通的天然纽带；另一方面，孟
政府对“一带一路”建设高度支
持。孟经济多年来保持中高速增
长，但也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国
内投资有限等瓶颈。鉴于此，孟加
拉国总理哈希娜认为，“一带一
路”建设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
将为孟国内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
遇，给予高度期待。

马明强大使告诉记者，中孟产
能合作前景广阔，产能合作将是中
孟合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孟
加拉国有着成本低廉的劳动力，需
求旺盛的国内市场以及持续增长的
发展势头，从自身条件上看是我国
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理想合作对
象。同时，孟国内对于从中国引进
技术和资本高度期待。因此，国际
产能合作倡议一经提出，就在孟国
内得到了积极响应，孟也主动提出
了与中国开展产能合作的许多设
想，此次访问将推动双方就一系列
产能合作项目达成共识。在钢铁、
造船、基础设施、电力能源、通讯、农
机制造等领域，中国企业在孟加拉
国将大有作为。

马明强大使特别强调要对孟加
拉国再认识。“在很多中国人眼里，
孟加拉国的形象被落后、贫困、水
灾、火灾等词汇所掩盖，认识的偏差

和重视程度的不足一直以来限制了
中孟之间的民间交流与合作。”马明
强大使说，习主席此次访问对于促
进中国对孟国家形象重新认识有着
巨大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自 1971
年孟加拉国独立后，面对独立战争
留下的满目疮痍，坚强不屈的孟加
拉国人民顽强探索，找到了一条适
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全球经
济放缓背景下，孟加拉国经济保持
长期向好发展势头，近年来年均
GDP 增速超过 6.2%，总额达 2200
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466 美
元，升至中低收入国家行列。孟全
国1.6亿人口平均年龄为25.6岁，正
处于人口红利收获期。同时，中孟
经济互补性强。孟基础设施落后，
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是
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开展国际产能
合作的“黄金地段”。

马明强大使表示，中孟两国有
着传统友谊和信任，“一带一路”
建设契合中孟关系发展的历史需
要，将释放出中孟间的巨大合作潜
力。哈西娜总理曾表示，中国是孟
久经考验的朋友，孟支持“一带一
路”建设，认为“一带一路”和孟
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将为区域互联
互通和区域合作创造巨大发展机
遇。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
深化孟中友好关系是孟民众的普遍
心声，两国友好关系具有扎实的社
会基础。

联大正式任命古特雷斯为下届联合国秘书长
本报纽约 10 月 13 日电 记者

朱旌报道：纽约当地时间10月13日
上午，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全
体会员国代表以鼓掌方式通过决
议，正式任命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为
联合国秘书长，任期从 2017 年 1 月
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古特雷斯在获得任命后发表讲
话指出，他相信联合国，相信和平、

正义、尊严、包容、团结等联合国的
核心价值。多样化的世界使各国团
结在一起，团结的力量能够打破恐
怖主义、排外主义的联合势力。

经过近一年的遴选，包括古特
雷斯在内的 12 个国家的 13 位候选
人参与了联合国秘书长人选的六轮
意向性投票。联合国安理会于 10
月6日正式通过决议，决定向联大推

荐葡萄牙前总理、联合国前难民事
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接任潘基文担
任联合国第九任秘书长。

10 月 5 日，联合国安理会在
纽约总部就下任联合国秘书长人
选举行了明确显示常任理事国和
非常任理事国投票意向的新一轮
投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俄
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大使
随 后 向 媒 体 宣 布 ， 葡 萄 牙 前 总
理、联合国前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古特雷斯是“各方明确支持的人
选”，安理会将推荐他担任新一届
联合国秘书长。

应柬埔寨王国国王西哈莫尼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3 日至 14 日对柬
埔寨进行国事访问。访问前夕，习近平
主席在柬埔寨《柬埔寨之光》报发表题为

《做肝胆相照的好邻居、真朋友》的署名
文章。文章回顾中柬两国传统友谊和友
好合作关系发展历程，对推动中柬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全方位、多领域、
深层次发展提出重要主张。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在柬埔寨各
界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柬方人士
表示，文章体现出习近平主席将柬埔寨
视为中国真正的朋友，令柬埔寨人民对
未来发展更紧密的柬中关系充满信心。

柬埔寨政府发言人帕西潘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署名文章反映出
中国对继续深化柬中关系的高度重视以
及对柬埔寨发展的全方位支持。

帕西潘说，柬方赞赏习近平主席对
深化双边关系与合作给予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主席此访令柬方感到非常荣幸，
必将进一步加强柬中全方位合作，特别
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有关合作。柬
方还赞赏中国坚持不论国家大小一律平
等相待的原则。

柬埔寨人民党发言人索耶桑认为，
署名文章展现出习近平主席给予柬埔寨
国家和人民的巨大荣耀。“虽然柬埔寨是
一个小国，但中国一直对我们平等相
待。柬埔寨对成为中国信任的伙伴感到
自豪，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进一步加
深两国间的友谊、团结与全面合作。”

柬埔寨最高国家经济理事会高级顾
问梅卡利安说，署名文章传递出的信息
令柬埔寨人民对未来发展更紧密的柬中
关系充满信心。

“署名文章囊括了柬中关系的方方
面面，从历史源流到政治关系，从经贸合
作到人文交流，传递信息之广泛令我印
象深刻。”他说，文章中蕴含的信息给柬
埔寨人民的内心带来深深的触动。

柬埔寨战略研究所所长强万纳里表
示，署名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习近平

主席对柬埔寨的个人情谊，以及将柬埔寨视为中国真正朋友的真诚。
“柬中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双方享有

的共同视角和共同利益。”他说，柬中关系之所以牢固，是因为它建立在
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利益相通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之上。

这位学者认为，署名文章清晰展示出双边关系的深度与广度，核心
信息是推进柬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加快中方

“一带一路”倡议和柬方“四角”战略的对接，对有效推进这二者都非常
重要。

他还指出，署名文章中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中国尊重柬埔寨为维
护国家主权、国内稳定和加快经济发展作出的努力。

柬埔寨东盟教育中心主任约瑟夫·马修斯认为，署名文章展示了不
断深化中的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习近平主席对柬中关系
的高度重视。他表示，习近平主席访柬将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柬中
经贸合作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文/新华社记者 侯丽军 薛 磊 张艳芳
（新华社金边10月12日电）

友谊肝胆相照

合作根深叶茂

—
—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在柬埔寨反响热烈

据新华社新德里 10 月 13 日电
（记者白纯）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
晤前夕，中国图书编辑部启动仪式暨
中国主题图书合作出版项目新书首发
式和中印媒体座谈会 13 日在印度首
都新德里举办。

新书首发式上，展示了中国外文局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和印度GBD图书

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中宣部
副部长庹震，中国驻印度使馆公参程广
中，印度人民院联合秘书拉温德拉·盖
里麦拉，印度商会、旅游和友好交流委
员会主席萨巴什·高崖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中印政府官员和出版、新闻、文化界
代表以及媒体记者百余人参加仪式。

中国图书编辑部是中国图书出版
“走出去”的重要项目，通过建立和发

展海外编辑部，与对象国出版机构合
作推出具有地区针对性、本土化发行
的中国主题图书，构建符合国际传播
特点，互惠互利、可持续发展的对外出
版合作模式。在印度设立中国图书编
辑部，旨在加强中印两国出版领域务
实合作，编辑出版更多高质量的中国
主题图书，进一步增进印度各界对中
国的认识和了解。

中印媒体座谈会上，新华社、中国
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网和印度全印广播电台、印度国家
电视台、印亚社、印度报业托拉斯、印度
斯坦时报、印度撒哈拉电视台等两国主
流媒体代表，围绕加强新闻合作和新媒
体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讨论。双方代表
在发言中表示，中印媒体应为促进两国
民心相通和关系发展传递正能量。两国
媒体将共同做好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和习近平主席出席活动的新闻报
道，进一步推动媒体交流合作向全方
位、宽领域、多层次拓展，为发展中印关
系、增进中印友好做出积极贡献。

中印图书合作和媒体交流活动在新德里举办

一、应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
尼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于 2016 年 10 月 13 日至 14 日对柬埔
寨王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
习近平主席分别会见了柬埔寨国王
诺罗敦·西哈莫尼和首相洪森亲王。
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新形势
下进一步深化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二、双方对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成就感到高兴。中方衷心祝愿柬埔寨
人民在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提升国际地位等方面取
得更加显著的成就。柬方衷心祝愿中国
人民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
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中国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双方认为，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
总理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诺罗敦·西
哈努克太皇陛下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
的中柬友谊历久弥坚，双方要共同维护
和发扬好。在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深刻复
杂演变的背景下，双方将加强战略沟
通，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柬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更好地为两国
人民谋福祉，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四、双方同意保持高层密切互访
和交往的良好传统，两国领导人将继
续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就双边关系的
重大问题和国际地区形势及时交换意
见，引领新时期中柬关系发展。加强
政府、议会、政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
强多层次沟通协调。发挥好中柬政府
间协调委员会的作用，统筹协调和全

面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
五、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外交、国防

和执法安全领域交流合作。落实好两
国外交部合作议定书和此访期间签署
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合作的协议，密
切各层次沟通协作。保持两军各层级
团组交往，深化人员培训、军事训练、
后勤装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安全
事务协调。开展国内安全保卫、打击跨
国犯罪、拐卖人口和电信诈骗、反恐、
禁毒、打击走私、执法能力建设和案件
协查等方面的合作，共同维护各自国
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六、双方同意从战略高度重视和
深化中柬发展合作，进一步深挖合作
潜力，提升合作水平。

（一）双方高度评价中柬经贸合作
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快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十三五”规划同柬埔寨

“四角”战略、“2015—2025 工业发展
计划”的有效对接，制定并实施好共同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
落实好产能和投资合作谅解备忘录及
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协议。

（二）双方将加强对双边经贸合作
的统筹规划，进一步提升经贸合作规
模和水平，采取措施扩大双边贸易规
模，努力实现 2017 年双边贸易额 50
亿美元目标。

（三）中方将积极支持有实力、信
誉好的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能源、通
信、农业、工业、旅游等重点领域与柬
方加强合作，继续实施好西哈努克港
经济特区等合作项目。

（四）中方愿继续为柬埔寨国家建设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促进柬方发展经
济和改善民生，支持柬埔寨交通、能源、
通信、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柬方

感谢中方资金支持和有效投资。
七、双方同意进一步扩大农业、海

洋、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旅游、民间
交往等领域交流与合作。开好中柬农
业合作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进一
步加强海洋领域合作。中方将向柬方
提供更多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为柬
埔寨培训青年技术人才。柬方将继续
为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有效运转
提供便利。中方将鼓励更多中国公民
赴柬旅游。双方将加强青少年友好交
往，培养中柬友好接班人，夯实两国友
好的民意基础，使两国永做好邻居、好
朋友、好兄弟、好伙伴。

八、双方认为，南海问题不是中国
和东盟之间的问题，应由直接有关的
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和平解
决。中国和东盟国家应继续全面有效
完整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推动早日达成“南
海行为准则”。积极推进南海务实合
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使南海成
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九、中方重申坚定支持柬埔寨王
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及维护政
治稳定的努力。柬方重申继续坚定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继续
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的和平
统一大业。中方对柬方的理解和支持
表示高度赞赏。

十、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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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调与配合，继续在涉及各自重大利
益问题上保持密切、及时和有效沟

通，相互予以有力支持。
柬方祝贺中方成功主办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赞赏中方为世界经
济增长和次区域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中方高度评价柬方为推动中国—东盟
关系和东亚合作发挥的重要作用。

十一、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
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免
除柬埔寨政府到期债务的协议》、《关
于实施中柬友谊医院大楼项目的立项
换文》、《关于编制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
录》、《关于加强合作预防和打击拐卖
人口的协定》、《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逃避税的协定》、两国外交部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合作的协议》、《关
于确认并共同推动产能与投资合作重
点项目的协议》、《关于开展国内安全
执法领域情报信息交流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关于监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关于开展中柬青年科学家交
流计划的谅解备忘录》、《关于联合开
展水利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海洋
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广播电视合
作协议》等31份合作文件。

十二、双方一致认为，习近平主席
对柬埔寨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进一步巩固了中柬传统友好，推动中
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
阶，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主席对西哈莫尼国王以及
柬埔寨政府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所给
予的隆重、热情和友好接待表示衷心
感谢，邀请西哈莫尼国王方便时再次
访华，西哈莫尼国王对此表示感谢并
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2016年10月13日于金边
（新华社金边10月1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