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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白洁 盖博铭） 国家
主席习近平2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吉布提总统盖莱。

习近平指出，中吉建交40年来，两国真诚友好、平等相
待，成为彼此信赖、合作共赢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方

愿同吉方一道，以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落实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
契机，推动两国战略伙伴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双方
要继续在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
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上沟通和协调。中方将
为吉布提经济社会发展继
续提供支持，交流发展经
验，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
业赴吉布提投资兴业。

盖莱表示，祝贺中方
成功主办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是独一无二的，
将促进国际发展合作，为建
设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一
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重
大贡献。吉中关系成果丰
硕，吉方感谢中国真诚友
好的帮助，使吉布提能够
促进发展、增加就业，更加
自信地面对未来。外界那
些无端指责不会动摇我们

对“一带一路”的信心，不会动摇我们对中国的信任。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等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习 近 平 会 见 吉 布 提 总 统 盖 莱

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吉布提总统盖莱。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潘洁 宋美黎） 国家
主席习近平2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捷克总统泽曼。

习近平强调，中捷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
变幻，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关系的主流。我们坚持平等

相待、相互尊重，坚持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推动两国
交流合作日益发展壮大。
中方愿同捷方一道，抓住
共建“一带一路”历史机
遇，把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推向新高度。中方将坚定
不移扩大开放，始终不渝
倡导合作共赢。我们赞赏
总统先生在涉华问题上公
开仗义执言，包括呼吁给
予中国电信企业公平公正
待遇。双方要保持各层级
各领域交往，加强发展战
略对接，夯实合作基础，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发
展。希望捷方为促进中欧
关 系 继 续 发 挥 建 设 性
作用。

泽曼表示，我高度重
视对华关系，对捷中务实
合作取得的进展感到高
兴。祝贺中国成功主办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捷克愿积极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希望加强捷中经贸、投资合作，推动
人文交流。捷克支持深化欧中关系。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习 近 平 会 见 捷 克 总 统 泽 曼

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捷克总统泽曼。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孙奕 盖博铭）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8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
赫蒙。

习近平指出，中方坚定支持拉赫蒙总统着眼塔吉克斯
坦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所执行的内外政策，愿同塔方加强
合作，维护好两国共同的战略、安全、发展权益。双方要深
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

战略对接，加强贸易、投
资、金融、互联互通、人
文、安全等领域合作。要
提升口岸通关、运输能
力，为两国扩大贸易提供
便利条件。中方鼓励有
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塔吉
克斯坦投资兴业，助力塔
方工业化进程。双方要
共同办好塔吉克斯坦文
化节。中方愿同塔方加
强上海合作组织内协调，
落实好青岛峰会成果。
中方支持塔方办好今年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
施会议峰会，不断提升亚
信整体合作水平。

拉赫蒙祝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祝贺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取得圆满成
功。他说，本届论坛成果
丰硕，它有力地证明，论坛
不是空谈馆，而是务实合
作的平台。“一带一路”倡
议具有世界性意义，也会

帮助塔吉克斯坦实现工业化。塔方很早就支持“一带一
路”倡议，正积极落实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同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希望深化同中方投资、高技术、创
新、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安
全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祝愿塔中友谊万古
长青。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白洁 马岩） 国家
主席习近平2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热恩别科夫。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吉关系保持着稳定健康发
展势头。我赞赏总统先生坚定支持对华友好。中方致
力于同吉方发展全方位友好合作，支持吉尔吉斯斯坦
政府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奉行的内外政策。

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
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的国家之一，双方
要加强“一带一路”同
吉 方 “2040 年 发 展 战
略”对接，促进贸易平
衡发展，稳步推进产能
合作，加快实施重点项
目，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和民生建设，密切人文
交流，全面提升两国安
全 合 作 水 平 ， 加 大 对

“三股势力”、跨国有组
织犯罪打击力度。中方
全力支持吉方办好今年
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
峰会。

热恩别科夫表示，衷
心祝贺中国成功举办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这次论坛成
果对世界具有历史性意
义。国际社会从习近平
主席的讲话中听到了促
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
方案。在庆祝伟大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对中国人民取得的
巨大成就感到高兴。“远亲不如近邻”，中国是吉尔吉
斯斯坦坚定、可靠的好邻居和战略伙伴，吉方感谢中
方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经贸、投资、水
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携手打击“三股
势力”。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白洁 马岩） 国家主席
习近平2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习近平指出，巴基斯坦是中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巴
互为“铁杆”朋友，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始终坚定相互
支持。中方把巴基斯坦置于中国外交优先方向。无论国际地区
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坚定支持巴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
严，支持巴方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支持巴方打击

恐怖和极端主义势力，支持
巴方争取良好的外部安全
环境，支持巴方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指出，总理先
生去年11月访华期间，双
方就中巴关系发展达成一
系列重要共识。当前，中巴
经济走廊建设、金融、贸易
等方面合作都取得了重要
进展。下阶段，中巴双方要
继续努力，把全天候的战
略合作不断推向前进。双
方要深化高层交往和相互
支持，加强战略沟通，在共
建“一带一路”框架内推动
产能、基础设施建设、民
生、贸易等领域合作高质
量发展。要继续密切在国
际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

伊姆兰·汗表示，祝贺
中方成功举办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相信将有越来越多的
国家支持并参加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作为“一带

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巴基斯
坦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感谢中国长期
以来对巴基斯坦的大力支持。巴方愿同中方巩固传统友
谊，深化务实合作，密切在多边事务中沟通和协调。

双方还就南亚局势交流了看法。习近平希望巴基斯
坦和印度相向而行，推动巴印关系实现稳定并得以改善。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白洁） 国家主席
习近平2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
扎尔巴耶夫。

习近平强调，纳扎尔巴耶夫先生是哈萨克斯坦的开
国元首和民族领袖，为哈萨克斯坦国家独立和发展建立
了不朽功勋，为哈萨克斯坦民族立功、立言、立德，也为中
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我们对此高度评价。中哈关系已走过27年，经受住了历
史考验，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中方坚定支持哈萨克斯坦

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社
会稳定、经济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哈是
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
双方要再接再厉，深化发展
战略对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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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稳步推进产能合作，加强互
联互通建设。要密切人文交
流，扩大地方合作，提升安
全合作水平，继续在国际事
务中保持密切合作。我期待
着同托卡耶夫总统建立密
切的工作关系和友谊，共同
推动中哈关系取得新进展。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
这是我同我的好朋友、老
朋友习近平主席第 19 次
会面，我永远珍藏这份深
厚的友谊。伟大的中国是
哈萨克斯坦高度信赖的好
伙伴。衷心祝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世界
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如此短

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担
当对世界和全人类意义重大。我卸任后，哈萨克斯坦内
外政策将保持连贯稳定，哈方将继续坚定致力于推动哈
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祝贺中方成功举办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哈萨克斯坦的

“光明之路”倡议已成为“一带一路”合作重要组成部分。
哈方愿同中方深化“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哈方支持中
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主张，支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
夫。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