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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您已经非常劳累，
这么晚还专门接待我。”

27日18时30分许，人民大
会堂，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意
大利总理孔特。孔特对习近平
主席的用心安排表达感谢之情。

一个多小时前，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
桌峰会刚刚闭幕，习近平主席
一刻也没有休息，就从京郊赶回市内。

一个多月前，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中意签署了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当时，孔特总理当面
向习近平主席表达了对参加高峰论坛的期待。

聚盛会

如约而至，共赴盛会。
26日19时35分许，人民大会堂二层迎宾厅，习近平

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江山如此多娇》巨幅画作前微笑站
立，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智利总统皮涅拉、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埃塞俄比亚总
理阿比、埃及总统塞西、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一次次
热情握手，增进友谊、凝聚共识、汇集力量。

这个春天，古都北京再次见证共建“一带一路”征程
又一重要历史节点。

39位外方领导人、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6000
多位外宾……一组参会数据，折射出“一带一路”的国际
影响力、道义感召力、合作吸引力。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维奇、日本自民党干事长
二阶俊博、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阿尔
特迈尔、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一长串高级代表名单，
也印证着高峰论坛的分量。

亚洲、欧洲、非洲、拉美、大洋洲……各方积极踊跃参
会，热情高涨。

“当中国主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时，条条大路再次通往北京。”有海外媒体如是评论。

观察人士感叹：当今世界，很难再有哪国领导人具备
如此大的号召力，能够召集如此规模盛大、影响深远的国
际会议。

“我期待着同大家一起，登高望远，携手前行，共同开
创共建‘一带一路’的美好未来。”26日上午，国家会议中
心四层大会堂高朋满座，习近平主席在高峰论坛开幕式
上发表主旨演讲，向现场约1600名嘉宾表明心迹。

“一带一路”，魅力何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

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话语铿锵。

三个“顺应”，揭示共建“一带一路”成功的奥秘：“顺
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
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

三个“要”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指明路径：
“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
念”“要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台下，年近八旬的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
夫同其他外方领导人前排就座，不时颔首，边听边记。

6年前，正是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陪同下，习近平
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倡议，开启了新时代合作发展的伟大史诗，为沿线国家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带来新的活力。

缅甸政府去年专门成立共建“一带一路”实施领导
委员会，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亲自担任主席。她对习近平
主席说，缅甸相信共建“一带一路”将为世界和本地区带
来福祉，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一个月前泰国刚刚完成国会下议院选举，总理巴育
克服国内日程繁忙前来参会，期待在基础设施、规则、人
文和数字4个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加强互联

互通。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首届高峰论坛2年来，会议成

果全部得到落实，“一带一路”建设从总体布局的“大写
意”，步入精谨细腻的“工笔画”阶段。

亲自谋划，亲自推动。考察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出
席统一品牌中欧班列首达欧洲（波兰）仪式，同河钢集团
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工人交流互动……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近6年来，习近平主席出访期间多次亲
临现场，见证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这次，参会各方嘉宾带来了一个个建设成绩单——
一座钢厂重生，幸福了一座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

奇介绍了斯梅代雷沃钢厂的最新情况。目前钢厂已成为
该国第一大出口企业，所在城市失业率由之前的18％降
至6％。

“‘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为塞尔维亚和世界各国人民
带来福祉。中方援建的斯梅代雷沃钢厂等重点合作项目
有力促进了塞尔维亚的经济发展。”武契奇总统对习近平
主席说。

在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了
非洲国家互联互通和工业化进程。他告诉习近平主席，
肯方愿同中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使“一带一路”
向非洲中西部延伸。

智利总统皮涅拉此行带来高规格代表团，包括参议
长金塔纳、前总统弗雷。皮涅拉感慨地说：“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历
史，在新时代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

26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鲜花吐艳，乐音悠扬。
“从北京到莫斯科，从雅加达到努尔苏丹，从开罗到

圣地亚哥，曾经的促膝相谈还余音在耳，当时的深入交流
恍如昨天，历史记载下我们真诚交往的一个个瞬间。”

习近平主席热情欢迎各方领导人。一番感怀，美好
而温暖。

话联通

27日上午，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二层集贤厅。习近平
主席同37个国家的领导人和2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围坐在
一起。直径14米的环形会议桌中间，黄蓝色丝带交织合
抱的论坛会徽格外醒目。

10时30分，习近平主席敲下木槌，领导人圆桌峰会
开始。

会场上，细心的人会发现，本次圆桌峰会所用座椅比
首届时窄一些，座椅间距也变小了，原因是参加会议的领
导人从33位增加到40位。一幅紧密互联、团结协作的生
动画面呈现眼前。

雁栖湖，一个见证合作征程开启的地方。亚太经合
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首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等重大事件，在这里镌刻下中
国外交的闪亮印迹。

“推进互联互通，挖掘增长新动力”“加强政策对接，
打造更紧密伙伴关系”“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落实联
合国2030年议程”……持续一整天的圆桌峰会，习近平
主席全程主持三个阶段会议，各方领导人围绕精心设计
的议题轮番发言，深入沟通。

在座外方领导人中，出席过首届高峰论坛的有 15
位。习近平主席把他们视为“创始成员”，表达出中国共
商共建共享的真诚态度。

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

临的瓶颈；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流通，可以为经济增长
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

近6年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加强全方位互联
互通，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挖掘新动力，为国
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

联则通，通则兴。
“‘一带一路’倡议帮助老挝实现‘陆联国’梦想”；
“‘一带一路’唤醒欧洲”；
“‘丝绸之路’的复兴正迅速呈现出轮廓”；
“大批国家连接起来，促进全球共同增长”；
……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成为各大国际媒体争相报道
的主题词。

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高峰论坛期间，
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这一创新理念，以实现共同发展繁
荣，得到与会各方一致赞同。

推动互联互通，高层战略沟通无疑起到不可替代的
政治引领作用。

从 10 时 30 分到 17 时许，圆桌峰会持续 6 个多小
时。其中第二阶段会议是利用工作午餐时间举行，日程
安排密集紧凑。

这与 70 公里之遥的人民大会堂的场景十分相似
——外方旗帜频繁更换，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同来华的外
国政要一一见面。

一天14场双边会晤！从10时到19时40分，高峰论
坛开幕前一天，习近平主席的“忙碌指数”再创新高。

“忙碌指数”折射的是世界对中国不断攀升的“信心
指数”。

“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为了各自国家人民幸福安康，为
了世界繁荣稳定，在全球各地奔波忙碌。走四方固然辛
苦，但收获是‘朋友圈’越来越大。”欢迎宴会上，习近平
主席有感而发。

论坛期间，两场仪式引人注目——
习近平主席在友谊宾馆见证清华大学授予普京总统

名誉博士学位；在人民大会堂为纳扎尔巴耶夫首任总统
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友谊，成为共同的关
键词。

论坛前夕，两封贺信面向未来——
致信“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寄

望委员会深入开展学术交流，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致信“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首届理事会议，勉励各理
事单位发扬丝路精神，加强沟通合作。

27日傍晚，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新闻发布厅，中外记
者云集。17时20分许，习近平主席来到这里，介绍论坛
丰硕成果。

重申致力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决定加强全方
位、多领域合作，支持着力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一系列重要共识成为各方加强合作的行动指南。

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开展务实项目合作，发起成立
专业领域多边对话合作平台……在高峰论坛筹备进程中
和举办期间，各方达成283项具体成果。

“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
多，合作质量越来越高，发展前景越来越好。”习近平主席
用四个“越来越”道出本届高峰论坛向世界传递的明确
信号。

创未来

不负使命，不负时代。
27日中午时分，圆桌峰会

第一阶段会议结束后，习近平
主席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
快门响起，记录下共建“一带一
路”进程的又一珍贵瞬间。

怀山柔水间，以汉唐建筑特色为设计灵感的国际会
议中心，如同鸿雁展翅。与会方旗帜分列汉阙广场
两侧。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携手努力让各国互联互通更加
有效，经济增长更加强劲，国际合作更加密切，人民生活
更加美好。”记者会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示。

“人民”二字，是高峰论坛上的高频词。
“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顺应各国人

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
表述，彰显人民情怀、大国担当。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人民生活质
量”“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圆桌峰会通过的联合公报，
凝聚了各方领导人的普遍共识。

“中国人民不仅要自己过上好日子，还追求天下大
同。”26日，习近平主席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阐述
共建“一带一路”背后的“和合共生”、互利共赢思想。

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实践平台。

在古特雷斯看来，习近平主席的演讲阐明了“一带一
路”倡议与全球发展议程的紧密联系。“高峰论坛虽在中
国举办，却是一个世界性会议。”

应潮流、得民心、惠民生、利天下。
共建“一带一路”，昨天的未来已经到来——

“为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更多空间”“为加强
国际合作打造了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新
贡献”，习近平主席揭示了共建“一带一路”背后的演进
逻辑。

“从2013年到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从概念变成了现
实，这令人振奋。”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说，现在这一倡
议已经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共建“一带一路”，今天的未来正在到来——
“打造繁荣与和平世界的共同命运，是我们的共同愿

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发出各方共同的声音。
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认为，“一带一路”是面向未来

的倡议，“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维度”。
人类愈发理解宇宙之浩渺，也就愈发深刻感受到地

球的孤寂与珍贵。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对习近平主席说，共建“一带一

路”是个伟大的倡议，既包含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又充
满对世界前途的思考。

高峰论坛落幕，中国领导人的繁忙日程仍在继续。
28日晚，习近平主席同参加完高峰论坛的部分外方

嘉宾齐聚延庆，共同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开幕式。

举办北京世园会，是中国向世界发出共建美好未来
的“绿色邀请”。

挥锹、培土、浇水……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前，习近平
主席同外方领导人参观园艺展，并在中国馆外草坪“共培
友谊绿洲”。

一棵棵西府海棠秀美挺拔，充满生机……
“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播撒合作的种子，共同收获

发展的果实，让各国人民更加幸福，让世界更加美
好！”

习近平主席在高峰论坛开幕演讲中的倡议，必将春
风化雨，成为人类共同的追求。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携手奔向互利共赢的康庄大道
——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纪实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4月25日至27日，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
举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28日就论坛成
果接受媒体采访。

记者：举世瞩目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刚刚落下帷幕，您能否介绍下
本届高峰论坛的主要成果？

王毅：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论坛的主题
是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论坛期间举行了高
峰论坛开幕式、领导人圆桌峰会、高级别会议、12场分论
坛和1场企业家大会。包括中国在内，38个国家的元首
和政府首脑等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总裁共 40 位领导人出席圆桌峰会。来自 150 个国
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外宾参加了论坛。

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出席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演讲，全程主持了领导人圆桌峰会，同与会各国领导
人举行了双边会见。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主持和引领
下，与会各方就共建“一带一路”深入交换意见，普遍认为

“一带一路”是机遇之路，就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达成
广泛共识，取得丰硕成果。这些共识和成果集中体现在
领导人圆桌峰会一致通过的联合公报和中方作为主席国
汇总发布的成果清单中。

这场盛会是我国2019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习近平
主席已经在记者会上，从领导人的政治高度全面介绍了
论坛成果。从习近平主席主旨演讲、圆桌峰会联合公报、
成果清单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来看，我认为可以总结出6
大成果亮点：

一是确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指明合作方
向。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共建“一带一
路”要向高质量发展，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
放、绿色、廉洁理念，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这些重要内容完整写入了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成为国际
共识。这是共建“一带一路”理念的拓展与升华，将引领
各方更好地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让共建“一带一
路”惠及天下，让各国人民普遍受益。

二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推动联动发展。
习近平主席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要
通过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与会
各方对此普遍予以支持，同意在伙伴关系引领下，本着多
边主义精神，合力推进全方位互联互通，建设高质量、可
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并加强各
国政策、规则和标准的“软联通”。各方期待就此同中方
深化合作，支持“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有效对接，与
区域和国际发展议程相互融合。目前，已有127个国家
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本
届论坛期间，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还在交通、税收、贸易、
审计、科技、文化、智库、媒体等领域同中方签署了100多
项多双边合作文件，一些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同中方签

署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这些都是对构建全球互
联互通伙伴关系的重要贡献。

三是取得丰硕务实成果，体现互利共赢。作为东道
主，中方牵头汇总了各方达成的具体成果，形成了一份
283项的成果清单。中国同有关国家签署了中缅经济走
廊、中泰铁路等一系列政府间务实合作协议，各方共同发
起并设立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平台、“一带一
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等合作机制，各国企业就
开展产能与投资合作项目达成众多协议，中国同意大利
等国共同设立新型合作基金、开展第三方市场投融资项
目。论坛期间，各方发布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合作倡议和
报告。中方发布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
展望》，对五年多来共建“一带一路”走过的历程作出全方
位回顾，提出下一步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中方同
各方一道形成并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
框架》，为融资合作防控风险，确保“一带一路”合作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工具。由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高峰论
坛咨询委员会向高峰论坛提交了政策建议报告，分析研
究“一带一路”合作对改善互联互通、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以及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积极作用，并就未来

“一带一路”合作重点和高峰论坛发展方向提出政策建
议。有关各方还共同发起了《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

《“创新之路”合作倡议》，发布了《绿色投资指导原则》。
这些成果体现了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体现了“一带一
路”合作共赢的特色。

四是搭建地方及工商界对接新平台，拓展合作机
遇。企业家大会是第二届高峰论坛的创新安排。8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和机构代表、商协会代
表、中外知名企业家共800多人出席。中外企业对接洽
谈并签署合作协议，总金额640多亿美元，展现了“一带
一路”带来的巨大商机。各国企业带着强烈合作意愿而
来，满载着合作成果而归。本届论坛期间还首次举办地
方合作分论坛，中国地方政府同有关国家地方政府和企
业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达成了包括建设中国塞尔维
亚友好工业园区，开展中国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产业
及科技合作，建设“一带一路”迪拜站物流商贸综合体等
多个具有带动作用的合作项目。

五是完善“一带一路”合作架构，打造支撑体系。各
方在论坛期间高度评价高峰论坛作用，期待继续举办下
去。领导人圆桌峰会公报中明确提出，期待高峰论坛定

期举办，并举行有关后续会议。本届论坛期间，各方在继
续开展双边合作、三方合作的同时，还在中欧班列、港口、
金融、海关、会计、税收、能源、环保、文化、智库、媒体等领
域发起成立20多个“一带一路”多边对话合作平台，包括
成立“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合作机制，设立“一带一路”绿
色发展国际联盟、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一带一路”国际智
库合作委员会等。一个以高峰论坛为引领、各领域多双
边合作为支撑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架构已基本成型。

六是发挥元首外交引领作用，深化双边关系。来华与
会的国家均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都是共建“一带一
路”的伙伴。高峰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为多位外国领导
人访华举行国事活动，并举行了数十场密集的双边会见，
实现了全覆盖，从领导人的高度引领中国同与会各国巩
固了友好、深化了合作。可以说，举办高峰论坛，既推动了
共建“一带一路”，又促进了中国同各国双边关系的发展。

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果说明，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
越来越广、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越来越深入。共建“一带
一路”有理念、有机制、有举措，必将行稳致远。高峰论坛
汇众智、聚众力，得到广泛支持，将继续为共建“一带一
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更大贡献。

记者：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都对我国举办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给予高度评价。您如何评价
本届论坛的重要意义？

王毅：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
科技和产业革命能量不断释放，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
系酝酿新的变革。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世界经济
增长依然乏力，国际局势不稳定因素突出。在深刻而巨
大的变化面前，很多人感到困惑，不少国家在寻找新的发
展路径，探索全球经济治理之道。

习近平主席洞察国际大势，结合中国发展和国际合
作大局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这是应对各国共
同挑战、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目的是推动各国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实现
共同发展。

高峰论坛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国际
合作平台，着眼于为共建“一带一路”凝聚国际共识，规划
合作蓝图。第二届高峰论坛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旗帜鲜明，奏响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主旋律。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
在此背景下，高峰论坛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各方共识，

发挥各方智慧和力量。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
明确提出，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流通，可以为经
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如果人为阻断
江河的流入，再大的海，迟早都有干涸的一天。各
方对此积极回应。各方领导人共同表明了反对保
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明确态度，达成了大力推进
互联互通，挖掘经济增长动力，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政治共识。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中明确提出要推动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开放、包容、以规

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各方在论坛期间建立的“一
带一路”多边对话合作平台，是在以实际行动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践行多边主义的理念。这些再次表明，共建

“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
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
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

二是高屋建瓴，开启共建“一带一路”新阶段。习近平
主席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是推动世界经济强
劲和包容增长的现实需要，是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的自然延伸，是“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到“工笔
画”的必然选择，也成为贯穿本次高峰论坛的鲜明主线。
论坛期间，与会各方围绕绘制精谨细腻的“一带一路”工
笔画，开展全方位对接合作，进一步明确了合作重点和路
径。各方都认为，要着眼更深入的务实合作、更开放的联
动发展、更广泛的互利共赢。要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
和产业合作为重点，解决好金融支撑、投资环境、风险管
控、民心相通等关键问题。要为此建立工作机制、完善配
套支持，形成更多可视化成果。这标志着共建“一带一
路”重心进一步下沉，重点进一步明确，规划将更加科学，
着力将更加精准，必将迈上走深走实、行稳致远的新
征程。

三是内外联动，助推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一带一
路”同中国的改革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建“一带一
路”体现了中国推进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决心，而中国改革
开放的深化又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
力。习近平主席在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将采取一
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包括在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
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
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等。这些开放举措，
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需要作出的自主选择，同时也将为
共建“一带一路”和各国共同繁荣提供更多、更大的机遇。

第二届高峰论坛再度在国际上掀起“一带一路”热
潮，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各大媒体对高峰论坛进
行了全方位报道，论坛盛况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好声音、
好故事占据多家媒体头版头条。与会各国领导人、国际
组织负责人接受专访，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给世界
各国带来的机遇，赞赏高峰论坛是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
平台，认同“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高度契合。 （下转第六版）

新起点 新愿景 新征程
——王毅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