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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姜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黎巴嫩
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王克俭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黎巴嫩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刘昕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塞
浦路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黄星
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塞浦路斯共和国特命
全权大使。

三、任命张吉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冈
比亚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中俄：从路相连到心相通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沿着中欧班列的轨迹前行沿着中欧班列的轨迹前行
系列报道

第二站：俄罗斯第二站：俄罗斯

从哈萨克斯坦出境后，由四川成都等
中国城市出发的中欧班列便进入俄罗斯
境内。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俄罗斯在“一
带一路”倡议及中欧班列的运行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离开阿斯塔纳，记者乘坐 3 个多小时
的飞机来到莫斯科。在这里，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相关人士对“一带一路”倡议与
中欧班列的看法，也实地感受到“一带一
路”倡议在具体领域的推进。

从道路相连到民心相通，中俄之间的
“一带一路”故事正这样讲述。

做好交通实现“道路相连”

“我坐过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全程
需要花一周时间。要是建好了连接两地的
高铁，那单程走一趟就只需要花30多个小
时。人员来往的效率将大大提升。”

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莫斯科大
学教授弗拉基米尔·列梅格向大家讲述他
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和理解。作为俄罗斯
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他和自己的团队成
员在习近平主席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时便着手研究，还在莫斯科大学成立了相
应的研究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
领域的互联互通，在他看来是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中最基础的部分。

事实上，想要在互联互通中分享“一
带一路”红利的不只是俄罗斯人，对在俄
罗斯的中国企业和商人来说，“一带一路”
同样是一种机遇。成都莫斯科旅游体验中

心负责人田川告诉记者，如果从成都出发
的中欧班列顺利开通北线，那么在莫斯科
的 200 多家中餐馆就将受益，比如可以通
过班列来进口中餐调料与新鲜食材。“毕
竟航空运输太贵，海运太慢，如果能有铁
路货运，那将是一大利好。‘蓉欧+’的实现
也能够让昆明的花卉通过班列进入俄罗
斯市场。而在返程方面，俄罗斯的服装、裘
皮等也都值得考虑，因为它们是中国市场
的畅销货。”田川说。

“一带一路”需要创新驱动

“中国的古丝绸之路为什么会繁荣？
我想除了这条道路的畅通之外，关键还是
中国的创新能力和整体实力吸引着沿线
国家。比如四大发明的传播就是例证之
一。”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基础，不过
在弗拉基米尔·列梅格眼里，光有这个基
础还不够。只有做到创新驱动，发展先进
的科技，才能让中俄两国在“一带一路”发
展中凸显竞争力。

“为了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接，俄
罗斯提出了‘欧亚经济联盟’。在这一过程
中，俄罗斯建立了欧亚高科技中心，莫斯
科大学也与北京理工大学在深圳联合办
学，这都是为发展科技、实现创新驱动服
务。”

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
对接过程中，俄罗斯关注创新的例子还有
很多。比如中俄在成都、深圳等地举办大
型科技展。在那里，俄罗斯生产的翻译机
器人受到了广泛关注。“这
是一项较为先进的技术，
大家平时用翻译软件时能
感受到，单词

的翻译容易，形成一段连贯的话就很难。
而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弗拉
基米尔·列梅格自豪地说。

发展旅游推进“民心相通”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就开始
吧！”说着流利中文的是一位棕褐色头发、
蓝眼睛的俄罗斯人。作为俄罗斯国家旅游
署副署长，尼古拉·科罗廖夫更在意的是

“一带一路”下的民心相通。而旅游则是促
进两国人民交流的重要方式。

根据俄罗斯官方统计的数据，与2014
年相比，2015年中国游客赴俄数量增加了
20%。5年之间，中国赴俄游客增长了81%。
目前，中俄双方互访人数为一年 300 万人
次，俄罗斯希望能将这一数字提高至每年
500万人次。

俄罗斯在促进中国旅客赴俄游方面
下了很大工夫。如增设新航线，让中国更
多地区的游客能够直飞俄罗斯；推进再保
险政策，中俄保险公司签署协议，中国游
客在购买中方保险公司的境外旅游险后，
能够同时获得一份俄方公司的保险，享受
旅游期间的免费医疗服务。

尼古拉·科罗廖夫还提到，提供中文
服务也是吸引中国游客的重要方式。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不论是莫斯科市中心
的百货商店，还是机场免税店，悬挂中
文标识、聘请中文导游的现象颇为常见。

9月 5日，二
十国集团（G20）
领导人第十一次
峰会，在通过《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
杭州峰会公报》
后圆满落幕。杭

州峰会共达成创纪录的29项协议，
具有里程碑意义，主要体现在 3 个
方面。

首先，杭州峰会为世界经济发
展指明了新方向，规划了新路径，
注入了新动力。杭州峰会的举行恰
逢世界经济增长和二十国集团转型
的关键节点。当前，世界经济虽总
体保持复苏态势，却面临增长动力
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
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
重风险和挑战。二十国集团面临进
一步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
制转型，从侧重短期政策向短中长
期政策并重转型。如何应对挑战？
如何引领世界经济尽快步入复苏快
车道？世界聚焦杭州。

杭州峰会不负众望，通过了
《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制定
一系列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具体行
动计划，决心从根本上寻找世界经
济持续健康增长之道。蓝图第一次
聚焦全球增长中长期动力，第一次
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
则和指标体系。峰会还制定了两份
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一份是《二
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另
一份是《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
原则》，后者是世界范围内首个多
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全球投资
治理领域的空白。

第二，杭州峰会公报将以划时代意义载
入史册。公报凝聚着世界共识、汇集起全球
力量，是中国作为主办国，顺应时代潮流、
回应世界人民需求、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
国方案、分享中国经验的结果。中国把杭州
峰会的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
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希望从创新增长
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

易和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
展等4个重点领域达成有价值、有
执行力的共识。正因为秉持合作
共赢、共享包容的中国理念，杭
州峰会才能紧扣时代脉搏，形成
达济天下的会议公报，以实际行
动传递“我们的目标是让增长和
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让各
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
日子都一天天好起来”的强烈信
号。

第三，“杭州共识”的世界意
义在于，将使二十国集团在理念
上有共识、行动上有计划、机制
上有保障。“放眼长远、综合施
策、扩大开放、包容发展”的杭
州共识，其世界意义还在于，中
国从边缘走向全球治理的舞台中
心，世界迎来经济秩序重建新时
代。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备受关注，中国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在

《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
议》 中，这是新时期中国对世界
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是中国发
展对接世界发展的伟大创举，充
分展现了中国自信、大国风范。

“杭州共识”已经达成，任务
和方向都已明确，二十国集团应
该成为行动队。有理由相信，二
十国集团将以中国杭州为新起
点，将德国汉堡作为下一个目的
地，积极落实和推进杭州峰会各
项成果，引领世界前进步伐，为
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创造
光明前景。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同济大学财
经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据新华社万象9月7日电（记者刘畅、章
建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6日晚在万
象下榻饭店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李克强指出，希望新加坡作为中国—东盟
关系协调国，继续为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深入
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据新华社万象9月7日电（记者刘畅、章
建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7日晚在万
象国家会议中心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李克强表示，中柬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
伴。中方将坚定不移地推进中柬全面战略合作，
支持柬埔寨维护主权独立、保持国内稳定、加快
经济发展、提升国际地位。中方愿同柬方保持高
层接触，密切战略沟通，相互坚定支持，深化各
领域合作交流，推动中柬关系进一步发展。

李克强指出，希望双方再接再厉，推动
产能、经贸、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
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改善，更好实现互利双赢。中方愿同柬
方加强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合作，鼓励更多
中国游客赴柬旅游。

据新华社万象9月7日电（记者尚军、周
舟）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7日晚在万象
国家会议中心会见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李克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马来
西亚的关系，愿同马方再接再厉，推动两国
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再上新台阶。

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包括马来西亚在
内的东盟各国共同努力，维护本地区和平稳
定大局，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李克强会见新柬马三国领导人李克强会见新柬马三国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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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杭州峰会期间，《最忆是杭州》文艺晚会在西湖岳湖举行。峰
会结束后，晚会现场成为游客游览观光的热门景点。图为9月7日，游
客在晚会举办地拍照留念。 施健学摄 （人民视觉）

最忆是杭州

新华社万象9月7日电（记者刘畅、李惠
子）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7日上午在老
挝万象国家会议中心出席第十九次中国—东
盟 （10+1） 领导人会议时，就南海问题阐述
中方的立场和主张。

李克强表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
下，目前南海形势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实践证
明，中国与东盟国家遵照国际法原则达成的《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是行之有效的地区规则。过去
十多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了南海的和平
稳定，《宣言》确立的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
和平解决争议的原则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中方
与东盟国家正在《宣言》基础上积极推进“南海行
为准则”磋商，目的是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在争议
解决之前管控分歧、化解矛盾、推进合作。本次会
议将通过《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
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
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

明》，相信这对增进互信和信心、降低海上风险、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李克强强调，南海和平稳定与地区国家的
繁荣发展休戚相关。南海安宁，地区国家是最
大受益者。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地区国家只
有将解决问题的钥匙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南
海才能保持和平稳定。中方愿与东盟国家携手
合作，排除干扰，按照《宣言》精神和“双轨”思
路妥善把握和处理南海问题，把南海建设成为
造福地区各国的和平、友谊与合作之海。

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赞赏中方积极推进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努力，欢迎会议通过
《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
热线平台指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
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
明》，愿共同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坚持
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南海争议，不让有关分
歧影响东盟与中国关系发展的大局。

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时

李克强阐述中方南海问题立场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崔清
新） 9 月 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省部级干部统一战
线理论政策与宗教工作专题研讨班学员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俞正声强调，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
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我们要深入
学习领会，准确把握精神实质，既全面系
统又突出重点，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融会
贯通。要准确把握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
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我国宗教

发展，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
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充分发
挥宗教界的积极性主动性。要准确把握提
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善于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和解决宗教领域矛盾和
问题，提高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要准确把握构建积极健康的
宗教关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
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
本，努力实现宗教内部、宗教之间、宗教
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俞正声同省部级干部统一战线理论
政策与宗教工作专题研讨班学员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