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2 2018年7月17日 星期二

新华社阿布扎比7月 15日电
（记者苏小坡 汤沛沛） 在国家

主席习近平对阿联酋进行国事访问
前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阿读
者会暨中国图书展销周活动15日在
阿布扎比举行。中宣部常务副部
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和阿联
酋包容部部长纳哈延、国务部长兼
国家新闻委员会主席苏尔坦、阿联
酋文化与知识发展部部长努拉以及
两国政界、学界、出版界、新闻界人
士共 200 多人出席活动，围绕阅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进行了热烈探
讨和分享。

王晓晖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是习近平主席的重要
著作，是了解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读本。
这部重要著作，从哲学和历史角度，
深刻阐明了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
去的重大命题；回应当代中国面临
的种种现实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略；深
入思考人类未来，系统阐释了解决
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相信阿联酋和各国朋友通过阅读

这部著作，能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
地了解当代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深层原因。

努拉在致辞中说，《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帮助阿联酋读者很好地了
解了习主席对国家治理的深刻思
考，也使读者更好地认识中国，推动
阿中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达到新水
平。两国应该翻译出版更多这样有
思想性的作品，不断深化文化交流
合作。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倪坚表示，
习近平主席将对阿联酋进行的历史
性访问，必将进一步丰富中阿战略
伙伴关系内涵，全面提升中阿各领
域务实合作水平。本次读者会的举
办不仅为阿联酋人民更加深入了解
当代中国提供重要机遇，也将为
习主席对阿联酋即将进行的国事访
问吹响嘹亮的“号角”。

阿联酋前驻华大使欧麦尔说，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把人民
的利益放在首位，满足人民需要，鼓
励创新，重视科技发展。习主席还
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更好的发
展，将使中国和世界同时受益。

埃及出版人艾哈迈德表示，这
部著作是中国主动与世界沟通的一
个标志，回应了一个时期以来国际
社会对中国的种种关注，也解开了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些误解。大
家关心的许多问题，习主席在书中
都作出了率直而详细的论述。

来自阿联酋文化遗产俱乐部的
法蒂玛曾就读政治学专业，她非常
关注中国政治和国家治理，认为中
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坚强有力的领
导。她还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将中国和许多国家联系起来，
帮助越来越多的国家一起进步、一
起发展。

此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阿联酋文化与知识发展部、中
国驻阿联酋大使馆、中国外文局主
办。近期，中宣部还在阿联酋组织
举办了《中国剧场》开播仪式、中国
电影周、“拥抱中国”艺术节专场演
出等一系列媒体文化交流活动，积
极为习近平主席访问阿联酋营造良
好氛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阿读者会在阿联酋举行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记
者白洁 崔文毅）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7月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
员会主席容克共同主持第二十次中
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欧关系处
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阶
段。习近平主席将同你们举行会
见，就中欧关系发展深入交换意
见。中方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
程，希望欧盟保持团结、稳定、发
展。中方愿同欧方进一步加强战略
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欧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不 断 实 现 新 的
发展。

中欧双方一致认为，面对当前
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和欧盟
作为世界两大主要力量和经济体，
有责任共同努力维护以规则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倡导多边主义，支持
自由贸易，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
发展。

中欧双方一致同意，共同维护
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加强外交
和安全政策对话，应对共同挑战。
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抵制保
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支持以规则为
基础、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
边贸易体制，遵守现有世贸规则。
双方同意建立工作组这一沟通机
制，讨论世贸组织改革问题。双方
在此次领导人会晤期间交换了中欧
投资协定清单出价，同意将中欧投
资协定谈判作为最优先事项，努力

为投资者建立开放、透明、公平、可
预期的商业环境。推进在环境、能
源、循环经济、科技创新、知识产权、
工业、数字经济、城镇化等领域的对
话合作。同意建立中欧禁毒对话、
中欧人道主义援助对话，并就深化
葡萄酒和烈酒行业合作开展联合
可研。

中欧双方承诺加强知识产权对
话，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双方
强调致力于扩大双向开放，改善市
场准入和投资环境，推进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同欧盟发展规划对接，尽
快完成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谈判。双
方同意进一步推动在 2018“中国—
欧盟旅游年”框架下的活动，促进旅
游合作及双向人员交流。双方承诺
支持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
主要论坛，继续在全球经济和金融
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双方一致认
为，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
歧，将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
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分歧。

李克强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
大门会越开越大。中国政府前不久
发布了新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希望
欧方抓住机遇，扩大对华贸易和投
资，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同时
为中国企业赴欧投资创造公平、透
明的良好环境。

李克强介绍了刚刚结束的第七
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情
况，指出“16＋1合作”是开放、透明、
包容的跨区域合作平台，是对中欧
关系的有益补充。会晤决定在索非
亚成立“16＋1全球伙伴中心”，帮助

17国企业在开展合作时更好了解欧
盟相关法律法规。欢迎欧洲国家和
欧盟机构同中方在中东欧积极开展
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多赢。

图斯克和容克表示，今年是欧
盟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5
周年，双方在贸易、投资、外交、互联
互通、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取得
积极进展。当前国际格局正在发生
重大变化，关乎世界的和平与发
展。欧中双方应共同承担责任，抵
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尊重公认
的国际规则，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避
免冲突和动荡。“16＋1合作”是有益
的，欧方乐见中国同中东欧国家进
行面对面沟通，在尊重欧盟职权范
围内积极开展合作。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
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会晤后，李克强与图斯克、容克
共同见证了中国同欧盟之间在投
资、环保、循环经济、蓝色伙伴关系、
海关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双方一致同意发表《第二十次
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和

《中欧领导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
联合声明》。

当天上午，李克强和容克共
同 出 席 中 欧 企 业 家 圆 桌 会 开 幕
式，听取双方企业家对深化中欧
合作的意见和建议，一致认为中
欧经贸投资合作前景广阔，双方
将共同努力，扩大双向开放，放
宽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更
好实现互利共赢。

王毅、何立峰出席上述活动。

李克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
共同主持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记
者孙奕）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6日
在中南海会见了由党主席斯齐亚沃
尼率领的阿根廷共和国方案党干部
考察团。

王岐山表示，中阿同为重要新
兴市场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两
国关系发展顺利。近年来习近平

主席同马克里总统三次会晤，就新
时期深化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
出顶层设计，为两国关系发展指引
了方向。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
的基础，政党交流是两国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愿同阿根
廷共和国方案党建立新型政党关
系，互学互鉴，为促进中阿关系更好

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斯齐亚沃尼表示，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近代
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阿方高
度重视阿中关系，希望提升双方合
作质量。阿根廷共和国方案党愿借
鉴中方发展经验，加强两党交流
合作。

王岐山会见阿根廷共和国方案党干部考察团

本报郑州 7月 16日电 记者
夏先清报道：16 日，由中宣部宣
教 局 、 光 明 日 报 社 共 同 主 办 的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工程第
七十四场活动在河南省周口市淮
阳县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金民卿做题
为 《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的讲
座 ， 并 与 现 场 观 众 和 网 友 进 行
互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
沃土壤和重要方法。”讲座伊始，
金民卿直切主题，阐明了中华传统

文 化 与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关系。

在金民卿看来，在几千年的
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不断总结
自身实践经验，进行思想文化提
升，同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
秀因素，在差异融合的基础上实
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造
就了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的中华
文明。

金民卿表示，中华传统文化讲
求以追求个人道德修养实现人格完
善，形成了一系列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的方式方法。比如，注重标准力
量，强调榜样作用；注重文化氛围，

强调环境营造；注重潜移默化，强调
润物无声等。

“今天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时，要充分借鉴上述涵
养的方法，使之潜移默化到人们的
头脑当中，浸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让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感知、
领悟，并逐渐成为一种思想共识和
行为遵循。”金民卿说。

本场活动由淮阳县委、县政
府，光明网，中国伦理学会承办，
680余名干部群众在现场聆听了讲
座，全国各地233万名网友收看了
节目，28.5万名网友通过微博、论
坛等参与了交流互动。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走进河南淮阳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记
者白洁 崔文毅）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7月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
员会主席容克共同会见记者并回答
提问。

双方积极评价会晤展现了中国
欧盟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政治意愿，明确了下阶段共同努
力的方向。双方一致认为，当前国
际形势下，中欧应加强战略沟通与
协调合作，维护多边主义，继续推动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
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双方积极
支持中欧深化经贸合作，并就加强
互联互通、人员往来与人文交流、多
方合作等达成广泛共识。

在回答关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的问题时，李克强指出，今天中欧双
方交换了协定清单出价，标志着谈
判进入新阶段。中欧早日达成投资
协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特别是在
当前形势下，协定谈判取得突破是
以实际行动对外释放中欧共同致力
于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支持以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
信号。希望双方继续秉持积极、灵活
的态度，推动谈判取得更大进展，争
取早日达成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将中
欧自贸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进一步
坚定中欧企业界开展合作的信心。

李克强强调，中国致力于同欧
盟发展更加平衡的经贸关系。中国
政府最近下调了汽车、消费品、药品

等进口关税，公布了新的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为中
外企业提供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
希望欧洲企业抓住商机，也希望欧
方保持双向开放，为中国企业对欧贸
易投资创造公平、透明、良好的环境。

图斯克和容克表示，欧方乐见中
国发展成长为世界重要力量。在当今
世界，欧中关系变得更为重要，并且
潜力巨大。欧方愿推动欧中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同中方一道维
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呼吁各
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进程并作
出积极贡献。欧中经贸关系使双方都
获益。欧方积极评价双方就投资协定
谈判进行清单出价交换，希望谈判在
未来取得更大进展，给双方企业以更
好的预期和更大的市场准入。

本报北京7月16日讯 记者陈
果静报道：在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
导人会晤期间，丝路基金与欧洲投
资基金（EIF）签署《关于中欧共同投
资基金首单项目落地与继续深化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宣布中欧共同投
资基金投入实质性运作。

《备忘录》主要内容是，丝路基
金与欧洲投资基金已正式设立中欧
基金，并完成对首只子基金“凯辉并

购基金二期（Cathay Midcap II）”
的投资，该子基金致力于推动中国
和欧洲企业的合作，发挥协同效应
并形成价值增值。

此前，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基金
已签署《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共同投资
协议》。中欧共同投资基金投资规模
5亿欧元，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基金
等比例出资并共同进行投资决策。
中欧共同投资基金遵循市场化原则，

主要投资于欧洲私募基金和风险投
资基金，投向对中欧合作具有促进作
用、并且商业前景较好的中小企业，
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
划相对接，实现互利共赢。

据介绍，欧洲投资基金隶属欧
洲投资银行集团，主要任务是通过
风险投资和担保等方式，为中小型
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是落实欧洲投
资计划主要机构之一。欧洲投资计
划又称“容克计划”，是欧盟发展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撬动公共
和私人资金促进就业、经济增长和
投资。

中欧共同投资基金成立并投入实质性运作

李 克 强 与 欧 盟 领 导 人 共 同 会 见 记 者

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第二十次
中欧领导人会晤，就深化互利共赢
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丰硕
成果。其中重要成果之一是中欧双
方决定携手合作，以中欧合作的稳
定性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共
同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共同维
护多边主义，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
主义。

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
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但符合
中欧双方各自利益，更是在维护世
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中国与欧盟都
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实践者。
多年来，欧盟坚持多边主义，重视全
球治理，推动自由贸易，创造了区域
一体化的最成功范例，为全球化提
供了重要助力。中国顺应经济全球
化潮流，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
机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世界贡献了

“一带一路”等公共产品，为全球经

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引擎。在经济全
球化的今天，各国高度融入国际分
工，产业链、价值链相互链接。推动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互利共
赢的经济全球化，是中欧双方的共
同意愿，也是双方肩负的共同历史
责任。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维护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中欧的共
同愿望。应当说，当前的世界经济
环境还很脆弱，经不起动辄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行为的折腾。面对愈
演愈烈的单边主义，中欧作为两大
稳定且负责任力量，在维护多边主
义方面有着广泛共识，也有共同利
益。作为世界两大主要力量和经济
体，中欧双方都认识到，如果为一己
之私就无视规则、背弃承诺的行为
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被纵容或迁就，
那么包容普惠的全球化、稳定的国
际秩序都将无从谈起。为此，中欧
必须联合行动，共同释放坚持多边
主义的明确信号，旗帜鲜明地对单
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说“不”，共同制
止单边主义行径对世界经济产生的
冲击和衰退性影响，携手维护自由
贸易体制。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也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5
周年，以及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机制
建立20周年。在这重要节点，中欧
领导人决定通过深化伙伴关系来维
护多边主义。会晤期间，双方决定进
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加速推进中欧投
资协定谈判，推动扩大产品市场准
入。经过多年来的携手共进，不断深
化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
系，中欧关系迈入成熟稳健的发展轨
道。在经贸务实合作方面，欧盟连续
14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
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据中方统
计，去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169
亿美元，同比增长12.7%。截至今年
3 月，欧盟累计对华投资 1219 亿美
元，中国累计对欧投资806亿美元。
中欧经贸关系已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

中欧互利互惠格局的形成，得
益于中欧双方秉持开放理念，坚持
合作主线。展望未来，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与欧洲发展战略的加速对
接，中欧互联互通平台不断推进，将
给中欧18亿民众带来更多看得见、
摸得着的合作成果。

中欧携手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徐惠喜

7月16日，河北省第二届园林博览会在秦皇岛开幕。本届园博会
将建设精品园林与栖云山废弃矿坑生态修复有机结合，通过深度改造
后形成了2000亩的山地高原、疏林草地、河湖湿地三大组团园林。

本报记者 宋美倩摄
河北第二届园林博览会开幕

（上接第一版）
金墉表示，感谢中国长期以来

对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世界银行
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去年在世界经
济论坛年会上重要讲话，您提出要
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

泳，我完全赞同并多次引用。在全
球化时代，各国都不能闭关自守，都
要遵守规则。世界银行赞赏中方支
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支持世
界银行增资和股权改革。习主席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着远见卓

识，极大地有助于国际发展合作和
减贫事业。世界银行愿同中方进一
步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共
同推动全球减贫和发展事业不断取
得新的成就。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