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南文昌11月3日电（记者余建斌、冯华、丁汀）11
月3日20时43分，中国最大推力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从中
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约30分钟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
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实现升级换
代，运载能力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是中国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
强国的重要标志。

据国家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介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采用 5米直径芯级，捆绑 4枚 3.35 米直径助推器，全长约 57
米，起飞重量约870吨；具备近地轨道25吨级、地球同步转移
轨道14吨级的运载能力，比现役火箭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
力提高了2.5倍以上；首次采用芯一级2台50吨级氢氧发动机与
4枚助推器各2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组合起飞方案，10
台发动机同时点火，起飞推力达1060吨，代表了中国运载火箭
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

长征五号是实现未来探月工程三期、载人空间站、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大工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保障。按
计划，2017年嫦娥五号落月采样返回、2018年发射空间站核心舱、
2020年发射火星探测器等任务都将依靠长征五号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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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至6日，李克强总理将同中东

欧16国领导人齐聚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共

同出席第五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晤，共商“16+1合作”大计。这是2016年

“16+1合作”机制框架内级别最高、规模最

大、影响最广的年度“压轴大戏”，备受关

注，必将在“16+1合作”进程中书写下崭

新篇章。

里加会晤将促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共

同发展。“16+1合作”机制成立的初衷，就

是为中国同中东欧16国在相互尊重、互利

共赢基础上深化双边合作提供新平台。自

2012年4月由中方倡议并成立以来，在中

国和中东欧国家共同努力下，“16+1合作”

机制日臻完善，内容日益丰富，已形成全

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格局。从华沙到

布加勒斯特，从贝尔格莱德到苏州，历届

领导人会晤发布的共同文件累计提出150多

项合作举措，覆盖政治互信、经贸投资、

金融互助、节能环保、基建交通、科技创

新、人文交流等领域。特别是2015年11月

苏州会晤发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苏

州纲要》以来，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积极开

展合作，取得新的阶段性成果。“16+1合

作”已经成为中国同中东欧国家打造利益

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推动构建以合作共

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生动实践。展

望里加会晤，中国将同中东欧16国一道，

继续推动一系列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项

目，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进一步

实现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里加会晤将拉动中欧整体合作。中国坚

定支持欧洲一体化，把“16+1合作”视为中欧

关系重要组成部分。中东欧16国中有11国

是欧盟成员国，总面积约占欧盟3/10，人

口约占欧盟1/4。中国在开展“16+1合

作”时一直秉持开放、透明原则，始终同

欧盟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同欧方在中东欧

国家开展三方合作，将本国优质产能同中

东欧国家发展需要以及欧盟先进技术和管

理经验相结合，为促进中欧合作提供了强

大正能量，提高了中欧整体合作水平，促

进了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

伴关系发展。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中东

欧国家一度被视为欧洲发展的“洼地”。

“16+1合作”对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发展产

生积极影响，对促进欧洲整体均衡发展也

作出了积极贡献。同以往历次会晤一样，

里加会晤不仅属于中国和中东欧16国，也

属于中国和欧盟。

里加会晤将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中东欧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沿

线地区。“里加”一词在拉脱维亚语中意为

“港湾”，这座城市很早就是东西方贸易重

镇。当前，中东欧16国在中方提出的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中占据独特而重要的位置。“16+1

合作”对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加强在贸易投

资、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

等方面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通过此次会晤，“16+1合

作”将同“一带一路”建设更加充分、紧

密对接，为亚欧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作

出更多贡献。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国和中

东欧国家虽然相距遥远，但双方传统友

好、民心相通、文化相融，“16+1合作”拥

有深厚民意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只要各

方携手努力、勇于创新，“16+1合作”必将

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里加会晤加力“16+1合作”
■ 文思远

本报北京11月3日电（记者杜一菲）
国家主席习近平3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习近平指出，中马是隔海相望的近

邻。两国建交42年来双边关系得以长足发
展，得益于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彼此信任
的相处之道，坚持平等互利、互助共赢的
合作方针，坚持密切沟通、互谅互让的合

作方式。深化中马睦邻友好合作符合双方
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努
力，不断充实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
涵，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马应该保持经常性高
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牢牢把握中马关
系发展主流和大方向，继续在彼此关切的
重大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双方要加强
发展战略对接，为深化经贸合作打下坚实
基础。中方欢迎马方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合作，愿同马方共同推进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深化在基础设施、能源、
科技、农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稳步推
进大项目合作，加强地方层面交流与合
作，扩大地区互联互通成果。双方要继续
深化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执法安全领域
合作，维护本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该加
强教育、文化、医疗、媒体等领域交流合
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
好感情。

纳吉布祝贺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
会成功召开，祝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强调实践证明中方选择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模式是正确的。纳吉布表示，
马中是友好邻居和可信赖的朋友。当前马
中互信加深，基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多
元化合作蓬勃发展，双边关系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马方高兴地看到，中方“一带一
路”倡议得到广泛响应，取得积极成果，愿
同中方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投资、
交通运输、港口建设等合作，密切人文交
流。马方致力于推进中国－东盟关系。

国务委员王勇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马来西亚总理

11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记者王慧慧）全国政协主席俞
正声3日在北京会见亚美尼亚公
众院主席马努基扬。

俞正声说，亚美尼亚是中
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好朋友和
重要合作伙伴，中亚关系在平
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健
康稳定发展，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
解并密切配合。中方愿与亚方
一道，继续夯实两国关系的政
治基础和民意基础，在互利共
赢基础上共同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
中国全国政协愿加强与亚美尼
亚公众院在治国理政、参政议
政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深化中
国经社理事会和亚美尼亚公众
院的友好往来，为各自国家及
双边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本报比什凯克11月2日电（记者吴
乐珺、曲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
间2日晚在比什凯克总统官邸会见吉尔
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

李克强指出，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
乏力、地区局势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中
吉要挖掘潜力，开拓创新，加强产能、
基础设施大项目合作，扩大安全执法合
作，促进双向贸易投资增长，助力地区
互联互通和安全稳定，为实现共同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

又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2日下午在比什凯克国宾馆会议中心同
吉尔吉斯斯坦总理热恩别科夫举行会
谈。

李克强强调，当前地区安全形势复
杂严峻。今年8月，中国驻吉使馆遭受
暴恐袭击，希望吉方加快事件调查处理

并为中方驻吉机构人员安全保障采取必
要措施，提供支持协助。中方愿同吉方
深化安全合作，打击“三股势力”，维
护地区安全稳定。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签署发表中
吉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并见证了双方经
济技术、产能、交通、农业、知识产权
等领域多份合作文件的签署。

本报比什凯克11月3日电（记者吴
乐珺、曲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
间3日下午在比什凯克国宾馆会议中心
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

李克强指出，中塔在电力、轻纺、工
程机械等领域的产能大项目合作进展顺
利。希望双方总结经验，扩大合作规模，
拓展合作领域，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中方
愿同塔方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
合作，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李克强同多国领导人会谈会见

长
征
五
号
首
飞
成
功

﹃
大
火
箭
﹄
为
﹃
奔
月
﹄﹃
探
火
﹄
打
基
础

俞
正
声
会
见
亚
美
尼
亚
客
人

本报阿斯塔纳11月3日电（记者吴乐
珺、谢亚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3日晚在阿斯塔纳总理府同萨金塔耶夫总
理举行中哈总理第三次定期会晤。

李克强表示，中哈是友好邻邦和全面
战略伙伴。两国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合作共赢理念，推动双边关系实现跨
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哈方共同努力，巩固
互信，共谋发展，拓展合作，继续打造睦
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典范。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将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与哈方“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更

好对接，开辟两国互利合作新阶段。中哈
产能合作契合双方发展需要，启动两年来
取得了一批重要早期收获，成为两国务实
合作新亮点。希望双方以产能合作为载
体，深挖潜力，推进全方位互利合作，带
动互联互通等大项目建设不断取得新成
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哈方深
化在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的交流协作，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会晤后，李克强和萨金塔耶夫共同出
席为中哈产能合作项目——库斯塔奈市江
淮汽车厂揭牌仪式，两国总理同工厂员工

进行了视频连线，宣布项目正式启动。
又电 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萨金

塔耶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
间 3日傍晚乘专机抵达阿斯塔纳国际机
场，出席中哈总理第三次定期会晤并对哈
萨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

萨金塔耶夫总理到机场迎接李克强，
并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在哈期间，李克强将会见纳扎尔巴耶
夫总统，与萨金塔耶夫总理举行会晤并共
同出席中哈产能合作项目揭牌仪式。

李克强是在成功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
圆满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正式访问后抵
达阿斯塔纳的。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
坦第一副总理阿布尔加济耶夫和中国驻吉
尔吉斯斯坦大使肖清华等到机场送行。

离开比什凯克抵达阿斯塔纳

李克强同哈萨克斯坦总理会晤

图为长征五号火箭点火升空瞬间。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美专家：自主技术 “最大进展”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3日电（记者林小春）中国最大推力

运载火箭长征五号3日首次发射成功。美国太空技术专家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长征五号代表着“中国新一代运载火
箭家族的最大进展”。

华盛顿智囊机构“全球安全”网站的高级技术暨空间政策
分析师查尔斯?维克说，长征五号可以帮助中国同时推进航天工
程在非载人与载人两个方面的工作，可用于建设空间站、探索
月球以及行星间无人探测，“长征五号在拥有了高可靠性后，将
可为载人登月工程的数项任务提供服务，并有可能成为规划中
的载人登月项目使用的发射火箭”。

维克认为，长征五号与美国的中型大推力运载火箭相当。
他强调，长征五号的重要特点是没有使用俄罗斯发动机技术，
也没有使用美国低温发动机技术，这也是他认为长征五号代表
了中国新一代火箭“最大进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