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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刘华 涂铭）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4 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
以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
作取得一批新成果。今年是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成立
20周年和俄中友协成立60周年，双方制定丰富多彩的活动计
划并积极落实，增进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巩固了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面对复杂多变的国
际形势，中俄两国发挥了大国担当，致力于推动有关热点问题
政治解决进程，对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的压舱
石作用。

习近平强调，发展和深化中俄关
系是两国的战略选择。无论国际风云
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全力把两国关系
发展好、维护好。双方要深化经贸、
能源等传统领域合作，落实好重点项
目；同时，开拓科技、创新等领域合
作，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提高水平，取
得更多成果。我们要加强战略协作，
共同促进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推
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和平解决，完
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和平稳定注
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2015 年 5 月，中
俄达成了“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
济联盟对接的战略共识，得到联盟其
他成员国积极响应和支持。2 年来，
对接合作稳步开展，进展显著。下阶
段，中方愿同俄方共同推动对接合作
不断收获实际成果，愿同欧亚经济联
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对接项目落
地。中俄要携手为上海合作组织自身
发展以及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同欧
亚经济联盟对接创造良好条件。

普京首先祝贺“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成功开幕，称赞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方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并举办此次论坛非常及时，有助于促进各国经济
交流合作。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高水平发展，两国高层交往
频繁，政府部门及立法机构交流密切，双边贸易增长迅速、结
构有所改善。俄方愿同中方一道，做好欧亚经济联盟同丝绸之
路经济带发展战略对接，推进有关合作大项目落实。双方要深
化贸易、能源、制造业、教育、地方、旅游、体育等合作。俄
中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积极沟通协调，相互支持，是国际社会的
重要稳定因素。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形势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交换看法。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刘华 乌梦达）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习近平指出，中哈建交 25 年来，两国关系一直快速发
展。双方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务实合作全面推

进。中方愿同哈方以建交 25 周年为
契机，弘扬睦邻友好精神，加强战略
协调，深化互利合作，携手推动中哈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更深
层次、更广空间迈进。双方要加强执
法 安 全 合 作 ， 严 厉 打 击 “ 三 股 势
力”。中方支持哈方在国际和平和安
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哈方深
化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
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框架内合作。

习近平强调，我 2013 年访问哈
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倡议，现在已得到包括哈萨克
斯坦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的积极响应。4 年来，中哈两国围绕
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合作，挖掘合
作潜力，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
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的新阶段。中方
愿同哈方一起，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让更多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祝贺“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开幕，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很好回答了当
今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哈
萨克斯坦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

议，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同“光明之路”发展战略，愿继续
在此框架下深化两国经贸、农业、矿业、铁路、科技等领域务
实合作。哈方愿密切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与发展领域合
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稳定发展并发挥积极作用。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刘华 孔祥鑫）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习近平指出，2013年10月我在印度尼西亚首次提出共同
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总统先生执政后，提出将印
度尼西亚建设成为“全球海洋支点”。近年来，两国积极对接
上述倡议和构想，全面深化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双边关系

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打开了更加
广阔的合作空间。

习近平强调，为推动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我们双
方要保持高层交往，用好高级别对话
和交流机制，深化政治互信。中方愿
本着平等互利原则，推动两国在“一
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全方位合作。要
做深做实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推动两国贸易平衡增长。要
推进投资、金融、矿业、农业、核能
以及反恐、禁毒、网络安全、打击跨
国犯罪等领域合作，积极开展海上对
话和合作。要推动旅游、教育、文化
交流，加强多边组织中沟通和协调。
中方愿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同东盟
国家一道，共同推动中国—东盟关系
和东亚合作得到更大发展。

佐科表示，印尼高度评价“一带
一路”倡议和中方举办此次论坛，相
信“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印尼同中
国经济合作带来更多机遇。印尼愿
深化同中方“一带一路”建设框架
下合作，提高经贸投资水平，探讨

有关经济互联互通走廊的建设，特别是工业、农业、电力、
港口、旅游等领域重大项目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印尼愿密
切同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支持中国—东盟
关系稳定发展。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落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
计划，经济技术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 近 平 会 见 俄 罗 斯 总 统 普 京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5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的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5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5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习 近 平 会 见 印 度 尼 西 亚 总 统 佐 科

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代表我夫人，并以我个人
名义，对大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表示热烈欢迎！

在座的很多朋友对北京并不陌生，也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回忆。北京
是千年古都，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北京也是一座现代新城，随着中
国发展不断展现新的风貌。北京更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东西方不同文
明时时刻刻在这里相遇和交融。

在北京，你可以游览古老的故宫、长城、天坛，也可以参观现代派的
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你能听到中国传统的京剧和相声，也能欣赏
来自西方的芭蕾舞和交响乐。你会碰到衣着新潮、穿行在世界名品商店
里的中国青年，也能遇见操着流利汉语、在老胡同里徜徉的外国友人。

一滴水里观沧海，一粒沙中看世界。北京从历史上的小城，成为今天的
国际化大都市，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人类生活在共同的家园，拥有共同
的命运，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

2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就是怀着友好交往的朴素愿望，开辟
了古丝绸之路，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

今天，我们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共商“一带一路”建设，是历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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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四日

，北京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将把每个国家、每个百姓的梦想凝结为共同
愿望，让理想变为现实，让人民幸福安康。”

14日，北京这座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国际
化大都市，又一次汇聚全世界的目光。

当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及嘉宾。

这是“一带一路”倡议自 2013 年提出以来召
开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与会代表齐
聚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中国，向历史致敬，朝未来进
发，在全球发展的激扬跌宕处开启大道之行。

夏日的傍晚，微风徐徐。金色夕照中，人民大
会堂显得分外巍峨。

晚6时许，出席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峰会、高
级别会议的嘉宾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及配偶
相继抵达。

在大会堂二层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
前，习近平和彭丽媛热情迎候，与贵宾一一握手，
互致问候，并合影留念。

伴随着悠扬欢快的迎宾曲，习近平和彭丽媛
同贵宾们步入宴会厅。可容纳近千人的宴会厅灯
火辉煌、壮丽恢弘。

“我们正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我相
信，只要我们相向而行，心连心，不后退，不停步，
我们终能迎来路路相连、美美与共的那一天。我相
信，我们的事业会像古丝绸之路一样流传久远、泽
被后代。”习近平在致辞中说。

宴会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一同前往
国家大剧院观看文艺晚会。

矗立水畔的国家大剧院，宛若一颗“明珠”，在
灯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如梦如幻。不远处是有着数
百年历史的故宫，碧瓦朱墙，飞檐翘角。二者交相
辉映，古都北京的悠久文明与现代气息融为一体，
构成一幅瑰丽画卷。

大气磅礴的歌舞“千年之约”拉开了晚会序
幕——

舞台瞬间幻化为敦煌莫高窟的立体壁画，洞
窟内的仙女反弹琵琶，大唐盛世钟乐齐鸣，全息影

像中的仙女曼妙飞天⋯⋯观众沉醉在美妙而梦幻
的丝路世界中，仿佛回到了昔日丝绸之路的重镇
敦煌，听到了悠远的驼铃声。

搏海激浪，扣人心弦。“碧海雅韵”将民乐、交响
乐和特色打击乐完美融合，演绎了古代商船沿着海
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过中南半岛、通
过印度洋、进入红海，终抵中非和欧洲的壮丽航程。

炫美的光影，激扬的音乐，将陆上丝绸之路和
海上丝绸之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呈现在世人面前，
展现出中国历史文化的纵深辽远以及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北京四季”将悦耳的钢琴弹奏与油画、水彩
画、工笔画和国画描绘的春夏秋冬巧妙结合。在浪
漫优雅的李斯特《爱之梦》钢琴曲中，夕阳故宫、民
俗胡同、颐和园红叶、雪中长城等景色一一叠现，
展现出北京之美。

这是一场中西文化交融的盛宴——
芭蕾舞“水墨丝语”讲述了一位远方来客在烟

雨江南邂逅一群飘逸少女的故事，传递中外民众
相知相近的美好愿望；男女声深情演绎中国经典
歌曲《我爱你中国》和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优
美和声令人陶醉，恰似“一带一路”连接东西方，谱
写文化交融的友谊乐章。

演出尾章，来自“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的
少年儿童与中国孩子们手拉手，共唱一曲“共同的家
园·和平颂”。大厅里回荡着天籁之声，3D屏幕上投
影出浩瀚宇宙、蔚蓝地球，呈现我们的美好家园。

这既是友谊与世界和平的颂歌，也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礼赞。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穿越历史的星空，古老
的丝绸之路正焕发崭新的时代活力。正如习近平
主席所说，我们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共商“一带
一路”建设，是历史潮流的沿续，也是面向未来的
正确抉择。

明天，中外领导人将继续共商“一带一路”建
设大计，共绘互利合作美好蓝图。承载着各国人民
渴望交流、期盼和平、追求发展的“一带一路”建设
正站在新的起点上，开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崭新征程。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让 丝 路 精 神 照 亮 梦 想 的 天 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晚宴侧记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白 洁 乌梦达

流的沿续，也是面向未来的正确抉择。
“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文明交流的渴

望，将继续担当文明沟通的使者，推动各种文明互
学互鉴，让人类文明更加绚烂多彩。

“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和平安宁的期
盼，将成为拉近国家间关系的纽带，让各国人民守
望相助，各国互尊互信，共同打造和谐家园，建设
和平世界。

“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共同发展的追
求，将帮助各国打破发展瓶颈，缩小发展差距，共
享发展成果，打造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发展共同
体。

“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将把每个国家、每个百姓的梦想凝结为共同愿
望，让理想变为现实，让人民幸福安康。

今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

会议成功举行，大家讨论热烈、成果丰硕。明天，我
们将在雁栖湖畔举行圆桌峰会，共同规划“一带一
路”建设合作大计。“一带一路”建设正站在新的起
点上，开启新的征程。

我们正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我相信，
只要我们相向而行，心连心，不后退，不停步，我们
终能迎来路路相连、美美与共的那一天。我相信，
我们的事业会像古丝绸之路一样流传久远、泽被
后代。

现在，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
为“一带一路”建设美好未来，
为各国发展繁荣，
为这次高峰论坛圆满成功，
为各位嘉宾和家人健康，
干杯！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出席“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及嘉宾。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

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各位贵宾的到来。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