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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14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9月 14日同瑞士联邦主
席索马鲁加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7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瑞士是最早
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建交
7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方
携手培育了“平等、创新、共赢”的中瑞

合作精神，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
展阶段、不同大小国家友好合作的典
范。在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
双方互帮互助，加深了两国人民友好情
谊。我高度重视中瑞关系发展，愿同索
马鲁加联邦主席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7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瑞创新战略伙
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祝中瑞友谊万古长青。
索马鲁加在贺电中表示，瑞中交往

源远流长。70年来两国始终秉持开放
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正
是因为两国长期紧密、友好的关系，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瑞中双方才能携手共
渡难关。瑞士联邦政府愿推动两国进
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和相互理解。

新华社北京 9月 14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9月14日同列支敦士登摄
政王储阿洛伊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
交7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列虽然相
隔遥远，历史文化、发展水平和国家体
量不同，但距离和差异并未阻隔彼此友

好交流合作。建交70年来，中列友谊
历久弥新，各领域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中列关系的实践很好地诠释了大
小国家一律平等这一重要国际关系理
念。我高度重视中列关系发展，愿同阿
洛伊斯摄政王储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70周年为新起点，共同推动中列关系

不断取得新进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祝中列友谊世代相传。

阿洛伊斯在贺电中表示，70年来，列
中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双方在诸多领域
开展了良好合作并相互支持。列中关系
深入发展彰显两国之间的友好情谊，这在
当前充满挑战的时代背景下尤为珍贵。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巩固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
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全文如下。

在全党开展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
内容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实现了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
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
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任务。为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持续推动
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完成新时
代党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现就巩固
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
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坚持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继续在学懂弄通做
实上下功夫，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
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
的战斗力。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要
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制度，每年至少举办1期读书班，列
出专题，集中学习研讨。党员领导干
部要列出年度重点书目学习，每年至
少到分管领域、学校等基层单位或所
在党支部讲1次专题党课。党员要按
时参加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上党
课，通过学典型案例、听理论宣讲，增
强学习效果。

二、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
育。坚持集中培训与日常教育相结
合、组织教育与自我提高相结合，引导
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
钙、把稳思想之舵。党员、干部要把党

章作为必修课，经常学习对照，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和
领导干部任职培训，要把党章作为必
学内容。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每年安排1次党章集体学习，党支部每
年组织1次党章专题学习交流。强化
对党忠诚教育，落实主题党日制度，坚
持和完善重温入党誓词、党员过“政治
生日”等政治仪式，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强化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加强党
规党纪教育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教育，督促党员、干部强化组织观
念，做到“四个服从”。就近就便用好
红色资源、党性教育基地等，开展革命
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前行动
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专题教育，让党
员、干部学习了解党成立以来的重大
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
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
成就，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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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印发《意见》

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新华社北京 9月 14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4日晚在北京同欧盟轮值
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
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
同举行会晤，会晤以视频方式举行。中
德欧领导人就中欧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为下阶段中欧关系规划方向，确定重点
领域，一致同意加强沟通协调合作，确保
今后中欧之间一系列重大政治议程取得
成功，深化互信，实现互利共赢，坚持维
护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
中欧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欧双方宣布
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确认加快中
欧投资协定谈判，实现年内完成谈判的
目标。中欧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
话和数字领域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
合作伙伴、数字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正站在
新的十字路口。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
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越是面对这样
的形势，越要牢牢把握相互支持、团结
合作的大方向，越要坚定不移推动中欧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国
际社会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维护正义
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中欧要做到“4 个
坚持”。

一是坚持和平共处。世界上没有
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不同文明文
化多元共生才是常态。中欧和平共处
的力量坚定一分，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就
多一分保障。

二是坚持开放合作。中国致力于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
方将通过不断挖掘内需潜力，实现中欧
两大市场、两方资源的更好联通、更大
效益，推动中欧共同发展更加强劲、更
可持续。

三是坚持多边主义。中方愿同欧
方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加强对话和
协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
国际体系，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
点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是坚持对话协商。中欧要把握
好中欧关系合作发展的主流，以对话化
解误解，以发展破除难题，妥善管控
分歧。

习近平强调，中欧互为重要贸易和
投资伙伴。双方应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拿出更多举措，释放更多合作机遇。今
天双方正式签署了《中欧地理标志协
定》。双方要本着积极务实的态度，加快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实现年内完成谈判
的目标，推动合作提质升级，助力疫情后
世界经济复苏，共同维护开放的贸易和
投资环境。中国市场保持对欧开放，欢
迎更多优质安全的欧盟农产品进入中
国。要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建设性
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全球生物
多样性多边进程，相互支持对方明年办
好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和《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昆明大
会取得积极成果，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
展作出贡献。要打造中欧数字合作伙
伴。中方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希望欧方同中方一道，推动制定全球数
字领域标准和规则，促进全球数字经济
治理良性发展。要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关
切。中方密切关注近来欧方在5G、外资
审查、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方面的一些
动向，希望欧方保持贸易和投资市场开
放，塑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
环境，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中欧就抗疫和全球卫生合作保持紧
密联系，展现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时代意义和全球影响。下一步，双方
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配合，维护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共同促进世界
经济复苏。要加强疫苗研发合作，努力
让疫苗成为普惠可及的全球公共产品，
充分照顾疫苗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
及性和可负担性。要有序恢复人员往
来，为货物跨境流动提供便利。在充分

尊重非洲国家意愿基础上，积极开展对
非三方合作。中方呼吁国际社会特别
是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在非洲
减缓债问题上采取更有力行动。

习近平还阐明了中方在涉港、涉疆
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涉港、涉疆问
题的实质是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
统一，保护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权利。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人、任何势力在中国
制造不稳定、分裂和动乱，坚决反对任
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关于人权问题，习近平强调，世界
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
路，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各
国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相信欧
方能够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
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搞“双
重标准”。中方愿同欧方本着相互尊重
的原则加强交流，共同进步。

默克尔、米歇尔、冯德莱恩表示，中
国是欧方尊重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当
今世界需要欧中加强团结合作，共同维
护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更加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这符合
欧中双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欧方
愿同中方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推动经
贸、投资、绿色经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
果。欧方对欧中签署地理标志协定感到
鼓舞，欢迎中方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开
放，致力于年内完成欧中投资协定谈判，
给欧中关系注入新能量。欧方愿同中方
加强在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
国际组织内的合作，推动抗疫国际合作，
维护自由贸易，促进欧中和世界经济早
日复苏。在人权问题上，欧方坦承自身
存在问题，希望同中方本着平等和相互
尊重的原则开展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妥
善处理差异和分歧。

中德欧领导人还就阿富汗、伊朗核
等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
同意加强沟通协调，共同致力于维护国
际和地区安全稳定。

刘鹤、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会晤。

习近平同德国欧盟领导人共同举行会晤
左图 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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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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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坚持和平共处”“坚持开放合作”
“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对话协商”，国家
主席习近平 9 月 14 日晚同欧盟轮值
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
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共同举行视频会晤时强调，中欧要
做到“4 个坚持”，这为深化下一阶段
中欧关系确立了新基调、提供了新
指引。

此次会晤期间，中欧达成诸多重
要共识，双方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
协定》，确认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决定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数字合

作伙伴关系。这些重要共识的取得，
再次体现了双方的政治互信在不断深
化，中欧间务实合作在不断推进，同时
也向全世界发出了中欧间愿意进一步
加 强 团 结 合 作 和 相 互 支 持 的 重 要
信号。

当今世界正面临多边与单边、开放
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的重要抉择。中欧
双方在坚持多边主义、促进开放、合作
对话等方面有着诸多共同语言，拥有广
泛的共识。欧盟本身就是开放合作的
产物，是多边主义的结晶。欧盟一直强
调，奉行自由贸易，坚持市场原则，多边
主义是其基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
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

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是基本国

策，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这
个方向不会变。中国一贯主张践行多
边主义，主张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并愿
与各方加强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挑
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欧就
抗疫和卫生合作保持紧密联系，向世
界展示中欧携手的时代意义和全球影
响。中欧的共同主张和具体行动，为
面临深刻变化的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和
确定性。

在当前抗击疫情和共谋疫后经济
复苏的重要时刻，此次会晤有利于进一
步推动中欧关系更加稳健成熟，推动合
作提质升级迈向更高水平，有利于国际
社会团结抗疫，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增
添了信心和动力。

为深化中欧关系发展提供新指引
金观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