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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7日电 经国家
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友
谊勋章”将于6月8日首次颁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法》，国家设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友谊勋章”，授予为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
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为国
家最高荣誉。设立颁授中华人民共和国

“友谊勋章”，旨在通过树立中外友谊典
范，向世界传递友谊和平、公平正义等基
本理念，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章体以
金色、蓝色为主色调，采用和平鸽、地球、
握手、荷花等元素，章链采用中国结、万
年青、牡丹花、玉璧、兰草等元素，整体采
用花丝镶嵌、掐丝珐琅等传统工艺手工
制作。设计制作象征中国人民同各国人
民友好团结、友谊长存，祝愿世界各国共
同繁荣发展。

8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人
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颁授首枚中华人
民共和国“友谊勋章”。中央电视台将对
颁授仪式进行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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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记者崔
文毅 潘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7日
在人民大会堂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
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
决定，巩固中哈传统友谊，在民族复
兴征途上携手前行。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是中国
重要邻国，也是有影响力的地区大
国。中哈关系已成为邻国友好关系
的典范。中国愿同哈萨克斯坦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上先行一步，
为开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凝聚智

慧和力量。我愿同你一道，为中哈友
好事业这艘巨轮掌舵领航。

习近平强调，中国梦和哈萨克斯
坦梦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以及我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中哈要携手前行，相互助力，交相辉
映。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哈方
的内外政策，愿同哈方深化打击“三
股势力”等方面合作，密切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

习近平指出，5年前，我第一次访
问哈萨克斯坦时，正是在总统先生陪

同下，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首次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5年来，“一带
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取得积极
成果，关键在于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潮流，符合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
现实需求。“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
践。中哈两国5年来围绕共建“一带
一路”的合作已进入深度融合、相互
促进的新阶段。双方要加强政策协
调力度，落实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
规划，推进产能、投资、经贸、能源、金
融、互联互通建设、农业、创新合作，
开辟人文合作新局面。中方愿同哈
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上海合作组织
各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不断提
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整
体合作水平，使其更好服务地区安全
和发展需要。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中国是哈萨
克斯坦友好邻国和重要合作伙伴。
哈方十分珍惜哈中传统友谊，感谢中
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中国
的发展给哈萨克斯坦带来机遇。哈
方支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相信它的成功也符合哈萨克斯坦
自身利益。哈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打击“三股势力”，愿继续同中方
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在上海
合作组织和亚信会议框架内沟通协
调。习近平主席 5 年前在哈萨克斯
坦首倡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将造
福本地区国家。哈方愿加强“光明之
路”新经济政策同“一带一路”建设对
接，深化哈中各领域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联合声明》，并见证了有关双边合
作文件的签署。

签字仪式后两国元首还共同接
见了中哈首部合拍电影 《音乐家》
主 要 演 职 人 员 并 观 看 电 影 片 花 。
2013 年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
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讲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音乐家冼
星海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
夫结下友谊的动人故事。中哈两国
电影人受此启发，合作拍摄了电影

《音乐家》。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东门外广场为纳扎尔巴耶夫举行欢
迎仪式。丁薛祥、杨洁篪、艾力
更·依明巴海、王毅、夏宝龙、何
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在民族复兴征途上携手前行

6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习近平在
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纳扎尔巴耶夫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在近日亮相北京的上合组织
成员国艺术节上，中国、吉尔吉斯
斯坦、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
知名民族乐团、舞蹈团的精彩节目
纷纷上演，多样的文明、多元的文
化艺术、各国间的交流互鉴……展
示着融合多元文明的上合舞台的
别样风采，也使人们对即将举行的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更加期待。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
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
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在当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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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大背景下，如何正确对待不同国家
和民族的文明，是各国交往必须把
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

文明是多彩的。人类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
多彩的文明，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
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
章。只有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
样性，才能让世界文明之园更加生
机盎然。

文明是平等的。世界上不存
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
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

之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
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
得到承认和尊重。只有秉持平等
和谦虚的态度、跨越傲慢和偏见的
障碍，才能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

文明是包容的。人类创造的各
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
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一切文明成
果都要珍惜。只有采取学习借鉴的
态度，积极吸纳人类社会创造的各
种文明中的有益成分，才能使一切
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
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17 年来，上合组织作为融合
多元文明的舞台，弘扬互信、互利、
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
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不同文化
的国家和谐共处树立了榜样。它
用鲜活的实践揭示了一个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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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
总是春。”17 年来，上海合作组织
已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
域最广、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
组织。相信在即将举行的上合组
织青岛峰会上，各成员国还将进
一步推动开展人文交流和文明互
鉴，让合作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步
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
强劲动力。 文/赵登华

融合多元文明的上合舞台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7年来，“互
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贯穿
着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成为各国共
同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

实践证明，“上海精神”催生了强
大凝聚力，激发了积极的合作意愿，
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功发展的重要思
想基础和指导原则。同时，“上海精
神”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生命力和
价值，为所有致力于睦邻友好和共同
繁荣的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国
际社会构建以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
关系实践注入了强大动力。

“上海精神”催生强大凝聚力

上合组织成员国地跨欧亚两大
洲，各自国情差异巨大。要让不同体
制、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体
量、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聚
合在一起，共商发展大计，共同维护
地区安全，这种凝聚力从何而来？靠
的就是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精神根
基，这就是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

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神”。

2001 年 6 月 15 日，上海合作组
织6个创始成员国元首签署了《上海
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
正式诞生。这是不同于以往西方主
导的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提出了新的
理念，“上海精神”被写入宣言。

正是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上
合组织成员国合作内容从最初的维
护地区安全稳定，逐步拓展深化为政
治、经济、安全、人文、对外交往、机制
建设六大领域。

也正是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
催生上合组织强大凝聚力，从中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个成员
国，发展到新增印度、巴基斯坦两个
成员国，拥有阿富汗、白俄罗斯、伊
朗、蒙古 4 个观察员国和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土耳其、
斯里兰卡6个对话伙伴。

“上海精神”超越时代和地域的
生命力和价值，也得到了上合组织各
成员国的认可。

习近平主席指出，互信、互利、平
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
展的“上海精神”已经成为上海合作
组织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代表了当
今国际关系发展方向。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认为，上合组织在跨地域合作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上海精神”已成为新欧
亚大陆象征。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俄罗斯驻上合组织秘书处常任代表
卢基扬采夫说，在俄罗斯文化中，

“合”意味着合作伙伴应该联合起来，
为了共同的目标创造双赢或者多赢
的局面。上合组织也确立了这种理
念，这也是“上海精神”原则的基础。

推动构建上合命运共同体

上合组织以安全合作“起家”。
17年来，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上
合组织成员国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逐
步走向经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扩员后的上合组织，地域上从中
亚扩展到南亚、西亚，并进一步扩展
到印度洋；成员国人口由占世界人口
的 1/4 扩充到 2/5 以上；经济实力
上，成员国 GDP 总量由占世界总量
的15%扩大到25%；区域安全上，从
中亚地区安全稳定扩展到欧亚大陆
腹地的安全稳定。这个世界上人口
最多、地域最广、潜力巨大的综合性
区域组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供了示范和样本。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上海
精神”与“丝路精神”的交相辉映、相
向而鸣，宛如一条纽带，将越来越多

的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

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首次提出丝
绸之路经济带倡议。2014 年以来，
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争相将本国发展
战略与“一带一路”进行协同对接。

2014年11月，哈萨克斯坦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提出了“光明之路”新
经济政策，该政策与“一带一路”建设
所倡导的合作方向十分吻合。2016
年9月，习近平主席与纳扎尔巴耶夫
总统共同见证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
合作文件的签署。

2015年5月，中国与俄罗斯在
莫斯科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
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
合声明》。这一文件为中国与欧亚经
济联盟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
的务实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明确
指出双方将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平台
开展合作。 （下转第二版）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第六版）

让“上海精神”旗帜高高飘扬
——写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即将举行之际（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 勇

关注更多详情，敬请扫描经济日报
客户端和中国经济网相关专题二维码

据新华社上海 6 月 7 日电
（记者周蕊 陈爱平） 记者从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了解到，在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计时 150 天
之际，博览会已基本完成企业展招
展任务，筹备工作进入办展阶段。

进口博览局方面介绍，企业
展招展情况大大超出预期，截至
目前，已签约世界 500 强和龙头
企业超过 160 家，累计有 1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签约，参展
企业规模大、影响大、水平高。主
办方大力引进“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优质特色企业和展品
参展，并积极鼓励最不发达国家
企业参展。

根据计划，首届进口博览会拟
邀请超过15万家境内外采购商到
会，以政府组团为主，包括地方交
易团、央企交易团及境外交易团。

倒计时150天之际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基本完成企业展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