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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驻外人员增干劲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杨燕怡形容习主席的新年
贺词“温暖人心，激动人心，振奋人心”。

“习主席的贺词令人振奋不已，”中国驻斯洛伐
克大使林琳说，“特别高兴的是贺词中提到了中国
2016年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以及坚决
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驻外使领馆同志为祖
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钱波表示，在
过去一年里，中国外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下，积极进取，全方位开拓外交布局，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很好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相信在新的一年里，中国外交会有新
的突破。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纷纷表示，祖国一
年来的发展成绩喜人，和平稳定局面值得珍惜。习
主席讲话鼓舞人心，为驻外人员的工作增加了干
劲，指明了方向。

中国第 24 批援坦桑尼亚医疗队队长江永华在
收看新年贺词后心情激动。他说，中国在 2016 年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中国人十分自豪。展
望 2017 年，医疗队决心继续发扬不畏艰苦、甘于
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医疗队精神，为援外
医疗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为华侨华人添底气

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总会长王海军说，习主
席的新年贺词中提到的“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让

我感到非常亲切。海外华侨华人最大的期盼就是国
家强大，只有国家强大了，华侨华人在海外的腰杆才
会更硬，才会更加有底气，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福利。

澳大利亚高端食品出口商李伟说，习主席的新
年贺词令人振奋，给在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增添了
信心。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
非常看好这个市场的潜力。“在新的一年中，在澳
华侨华人也一定会撸起袖子，加油干！”

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王草说：“收看完习
主席的新年贺词，我心中的民族自豪感再一次得到
升华。我们普通的人民群众，既是国家建设的参与
者，更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我们常说，居安思
危，我们能够居安，是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在
思危，从而让我们有了安全感和民族自豪感。”

华晨汽车俄罗斯公司财务总监纪淑杰说，给他
印象最深的是习主席在贺词中提到的“一带一路”。
他希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现更多中国
汽车，希望更多“中国制造”出现在世界舞台。

为港澳台同胞强信心

“跟着习主席的贺词回顾中国一年来取得的可
喜成就，感受改革带来的发展变化，我感到十分欣
喜”。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瑞德资本集团董事长魏
明德说，香港只要齐心协力，紧随国家发展战略，
定能发挥独有优势，再次提升香港经济发展水平。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顾敏康认为，中国
的崛起是香港发展的坚强后盾，“一带一路”建设加
速推进，为香港经济重新起飞带来新的机遇。习主席
代表全国人民发出了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强声
音，也为香港全体市民反“港独”、反分裂增强了信

心。“香港市民只有
努力奋斗，才能重
塑狮子山精神，取
得新的成就。”

澳门中华青年
进步协会会长李玉
培说，澳门是祖国大
家庭的一分子，澳门
梦是中国梦的一部
分。全面、准确理解
并贯彻“一国两制”，
发挥特区活力，做好

“十三五”，做好共建
共享，全面改善民生
福利，这是我们的目
标，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一部分。当地年轻人纷纷表示，
作为当代澳门青年，我们需要更加融入国家的发展策
略中，尤其要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充分发挥澳门的
优势，贡献自身微薄力量，为特区可持续发展注入活
力，也为实现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台湾《观察》杂志社社长纪欣表示：“作为台湾同
胞，我注意到习主席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坚决捍卫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并清楚宣示谁要在这个问题上
做文章，中国人民决不答应！这不仅是对岛内‘台独’
分子的严正警告，也是对一切破坏‘一中原则’行为
的严厉告诫！”

（本报北京1月1日电 综合本报和新华社消息）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1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多丽丝·
洛伊特哈德就任2017年度瑞士联邦主席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当前，中瑞关系呈现深入发展的良好
势头，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经贸、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
深化，人文交流日趋活跃。我高度重视中瑞关系发展，愿同你共
同努力，充实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
水平发展。

就洛伊特哈德就任瑞士联邦主席

习近平致电祝贺

本报北京1月1日电（记者李有军）为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对外传播工
作的系列指示精神，人民日报海外版通过

“借船出海”等方式积极提升海外传播力
和影响力。截至2016年12月底，海外版全
球综合发行量达到102万份，覆盖86个国
家和地区，在2015年年底50多万份的基
础上实现了翻番。

在人民日报社编委会的大力支持
下，海外版在完成扩版、全球改彩、开设

“中国故事工作室”等工作的同时，积极
开拓海外合作，取得明显成效，为提升国
际传播影响力奠定了良好基础。2016年，
海外版相继与韩国《亚洲经济》、加拿大

《加拿大商报》、日本《中日新报》、英国
《华商报》、美国《美南日报》等办报时间
长、发行量超5万份的媒体开展多种形式
的合作，增加了在欧美等国家的覆盖面。
同时，海外版配合中国外交大局，实施精
品稿件推送机制，借助境外媒体实现多

次和多元传播效应。此外，海外版还在韩
国、日本等国家，探索创办了当地语言的
媒体，在实施本土化传播方面进行了有
益尝试。

2017年，海外版将在深化拓展海外
合作基础上，有效整合国内外资源，发
挥优势潜力，在跨媒体、广覆盖、拓影
响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同时将优化海外
传播布局，以形成分众化、差异化、本
土化的传播格局。

2016年实现翻番

本报全球综合发行量逾100万

2017 年来
了。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又到
了新旧交替时
刻，需要盘点和
展望中国大事、
大局、大势。

回 头 看 ， 2016 年 是 完 成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年。中
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此前
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 全 会 ， 分 别 对 全 面 深 化 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作出部署，六中全会
则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这
是党中央着眼于“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作出的战略决策、整
体设计，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
略的渐次展开、深度推进。就
中国而言，“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是集大成的，就世界而言，
更是独特创造的。

2016 年是实现“十三五”
规划良好开局之年。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胜利
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年
度主要目标和指标，19 项民生
福祉、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
有 18 项进展顺利，其中超额完
成 13 个，达标率为 94.7%；14
项经济发展、创新驱动预期性
指标，有13项有望完成。“五位
一体”建设取得更大进展，“十
三五”实现了良好开局，超过
预期。2016 年还是中国全面深
化改革之年，主要领域的“四
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
已经基本确立。

向前看，2017 年是中国特
色的“政治之年”。中共十九大
将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为国内外所
瞩目。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
共将进行各种准备工作，一是
中共十九大报告起草工作，这
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决策，需要经
过一个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
的反复过程，也是一个集思广益、集中全
党政治智慧的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的过
程；二是组织准备工作，根据 《关于党的

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
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也
包括严格组织考察，在全国范
围内的 40 个选举单位选出 2300
名中共十九大代表，同时也酝
酿考察下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
人员的候选人。这些将再次向
世界展现中国式的政治民主、
政治优势。

2017 年 是 实 施 “ 十 三 五 ”
规划的重要之年。按照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中国将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
界 主 要 经 济 体 居 前 列 。 预 计
2017 年中国人均 GDP 提前 4 年
实现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比 2000
年翻两番的目标，按购买力平价
计 算 ， 中 国 人 均 GDP 将 超 过
1.53 万国际美元，中国 GDP 总
量将达到 19 万亿国际美元，中
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发
动机、世界宏观经济最大的稳定
器。

2017 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按照中央部
署，中国将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全面做好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各项工作。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各方面
改革工作，增强改革定力，加强
改革协同，完善抓落实的工作机
制和办法，把责任压实、要求提
实、考核抓实，推动改革落地见
效。

总的来看，中国已进入大有
希望、更有作为、令人瞩目的
2017年。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
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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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点赞

习主席新年贺词真提气

新年来临之际，200余名来自意大利、德国、美国、韩国、日
本等海外游客在龙华古寺聆听钟声，体验参与中国民间传统的迎
新活动。

图为1月1日，中外游客在迎接2017的祈愿墙前，书写自己的
新年愿望。 本报记者 屠知力摄

古寺听钟 新年祈愿古寺听钟 新年祈愿

1月1日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2.6万多名群众观看升国旗仪式，迎接
2017年的到来。 新华社记者 唐召明摄

新年第一天新年第一天
庄严升国旗庄严升国旗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七年新年贺词。我驻外人员、海外华

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纷纷表示，习主席的新年贺词温暖人心，催人奋进。在新的

一年里，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各行各业为推动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