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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
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

家，杰出的民族工作领导人，第八届、
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副委员长布赫同志的遗体，11 日在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布赫同志因病于 2017 年 5 月 5

日 15 时 28 分 在 北 京 逝 世 ，享 年
91岁。

布赫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
过各种形式对布赫同志逝世表示沉
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1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
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
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
布赫同志”，横幅下方是布赫同志的
遗像。布赫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
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
共产党党旗。

上午 9 时许，习近平、李克强、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
来到布赫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
向布赫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布
赫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
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布
赫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
送别。

布赫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布赫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
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布赫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
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
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5 月 11 日，布赫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克强、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这是
习近平与布赫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新华社北京 5 月 11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1日同韩国总统文在寅
通电话。

习近平祝贺文在寅当选韩国总
统。习近平指出，中韩两国是近邻，
是本地区重要国家。建交 25 年来，
中韩关系发展取得很大成就，值得珍
惜。双方应该牢记中韩两国建交的
初心，相互尊重彼此重大关切和正当
利益，努力求同化异，妥善处理分
歧。希望韩国新政府重视中方有关
重大关切，采取实际行动推动两国关
系健康平稳发展。实现中韩关系更
好发展，符合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利
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习近平强调，长期以来，中方一
直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
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这符合中
韩两国共同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大
局。我们愿同包括韩方在内的有关
各方一道，继续为半岛及地区和平
和繁荣作出努力。

文在寅表示，我赞同习主席对
两国关系的评价。同中方一样，韩
方高度重视韩中关系，愿同中方共
同努力，使双边关系高水平发展，并
推进务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
充分理解中方有关重大关切，韩国
新政府将就此同中方积极沟通，努

力寻求妥善解决办法。韩方愿意同
中方一道，通过早日重启六方会谈
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韩
方赞赏中方“一带一路”倡议，期待
着“一带一路”建设为包括中国和韩
国在内的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发展
繁荣。

两国元首同意保持联系并期待
着早日会面。

通话中，习近平对近日山东威
海交通事故中 10 多名遇难中韩儿
童表示哀悼，请文在寅向韩国遇难
儿童家长转达慰问。文在寅感谢
习近平的慰问和中国政府迅速采取
措施妥善处理事故及善后事宜。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5 月 11 日电 （记者刘
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日在人民大会
堂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两
国元首一致同意保持双边关系积极发展
势头，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中越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两国和两
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利益。

习近平指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邻
邦，也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中国坚定支持
越南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也
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坚持亲
诚惠容理念，推动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
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越双方要保持高层交
往，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及时沟
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把稳方向。要用好中
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等机制，加紧双方
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
设，深化产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
等各领域合作，服务好各自经济社会发
展。要扩大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育、医

疗、青年和文化产业合作，增进两国人民
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为中越友好夯实民
意基础。要推进海上合作，逐步积累共
识，扩大共同利益，同时通过双边对话，管
控好分歧。要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
织、中国—东盟、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
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

习近平指出，当前形势下，即将举
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
利于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国际合作，推
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向更加开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越南是“一
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希望中越双方
以这次高峰论坛为契机，加强发展战略
对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共同
发展、共同繁荣。

陈大光表示，巩固越中传统友谊并
推动越中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符合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和
平稳定，是越南外交的坚定选择和优先
方向。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

一致同意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西行
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10月，南下印度尼西亚，
首倡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自此，千年前的丝路辉煌穿越时空，
走进民族复兴的发展蓝图；从历史深
处走来的合作共赢之路，成为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注脚。

倡议自我而来，成果惠及世界。
3年多来，“一带一路”立足周边、依托
周边、造福周边，却又不限于周边。
从战略擘画到广泛共鸣，从宏伟蓝图
到项目落地，各国互学互鉴互通、共
商共建共享，它的开放性、包容性，为
冲散世界经济阴霾注入更多正能量，
也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无限可能。

“一带一路”承载着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把利益共生、情感
共鸣、价值共识、责任共担、发展共赢
融入实践、筑入路基，得到了国际社
会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2017 年 3
月 17 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
第 2344 号决议，呼吁通过“一带一
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并首
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方案，大道之行。从“一带
一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展现了中国同各国同呼吸、共命
运的世界情怀和大国担当。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着亿万人民，正在以信
心、勇气和智慧浓墨重彩地写下大国
崛起的历史新篇，以“和而不同”的价
值观联通中国梦想与各国人民的梦
想，携手共建持久和平的繁荣世界。

谁有高思济世穷
——为经济全球化嵌入新的哲学内核

“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

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
的问题。”已近百岁的外交家基辛格
在其封笔之作《世界秩序》中写道。
他认为，当今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
混乱局面，缔造新的世界秩序是迫
在眉睫的大问题。毫无疑问，今天
的我们正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
当口。

这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的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
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国与国之间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更加紧
密，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

这是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
日益增多的时代。金融危机阴云未
散，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增长乏力，
发展鸿沟日益加深，恐怖主义、难民
危机、重大疫情、气候变化等威胁持
续蔓延。

尤其令人关注和忧虑的是，一
个时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政策内顾倾向加重，跨
境贸易与投资持续低迷。曾经的经
济全球化“推手”美国，不仅反对多
边贸易体系，而且主张以“美国主
义”替代“全球主义”；曾经的区域一
体化“标杆”欧盟，不仅遭遇了英国

“硬脱欧”，而且其他几个老牌发达

国家也持续上演“投票箱大戏”，民
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
甚嚣尘上⋯⋯经济全球化逆流涌
动、横生波折，一时间陷入困境。

经济全球化曾被人们当成“阿
里巴巴的山洞”，历经数百年，促成
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
流动、技术大发展。然而，何以现在
又被视为“潘多拉的匣子”？发展失
衡、贫富分化、数字鸿沟、难民危机
的梦魇由何释放？不诊病，显然难
以开好新的药方。

回望经济全球化的上一个上
升期，上世纪 90 年代“华盛顿共识”
的形成、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算得上一先一后的两个标志性节
点。在这一过程中，嵌入经济的哲
学内核是新自由主义。它主张绝
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
化，成为指导不少国家经济政策取
向的正统与主流。在国际上，它不
顾各国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
主张经济全盘私有化和非调控化，
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自由竞
争”；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则掀起
国际化的强劲浪潮，呈现出肆无忌
惮的投机和掠夺姿态，几十年来许
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背后都
可见国际资本大鳄的影子。在发
达国家内部，由于放开管控，投机
性金融投资大幅膨胀，一般性的生
产性投资不断减少，“去工业化”愈
演愈烈，失业率飙升。而“市场统
治一切”的主张，导致缺乏有效的
公共政策，政府无力缓和社会紧张
状态，以牺牲穷人为代价使富人获
利，最终使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形
成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导致经济
政治社会的种种乱局。

（下转第二版）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写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

钟经文

新华社北京 5 月 11 日电 （记
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截至目前，
29 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
秘书长等 3 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
将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领导人圆桌峰会等活动。

耿爽说，来自130多个国家的约
1500名各界贵宾将作为正式代表出
席论坛，来自全球的4000余名记者已
注册报道此次论坛，可谓盛况空前。

耿爽说，此次论坛内容丰富，主
要包括开幕式、圆桌峰会和高级别
会议三个部分。其中，5 月 14 日上
午，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主旨演讲，开幕式后将举行高级
别全体会议，5 月 14 日下午将举行
以“五通”、智库交流为主题的6场平
行主题会议；15日，习主席将主持圆
桌峰会，包括两个阶段的会议和工
作午餐。习主席还将在其后的记者
会上介绍高峰论坛主要成果。

他介绍，中方将同出席圆桌峰
会的有关国家共同发表一份联合公
报，这份公报将反映各方在“一带一
路”建设上的共识。论坛期间，与会
各方还将对接发展战略，合力打造
一批务实合作成果，届时将签署一
系列合作文件。

耿爽表示，中方愿以此次论坛
为契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道
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开放平台，共享
发展红利。

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确认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5 月 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
这是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陈大光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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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版刊登本报记者对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访谈——

推动“两廊一圈”与“一带一路”有效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