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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出席
会议并访问越南老挝后
APEC

习近平回到北京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本报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杜尚泽） 11 月 14 日，
在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
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事访
问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
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
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 地 时 间 14 日 下 午 ，
习近平离开老挝万象启程回
国。前往机场途中，老挝青
少年挥舞着两国国旗欢送尊
贵的客人。机场举行盛大欢
送仪式，身着民族服装的当
地青年夹道欢送，礼兵分列
红地毯两侧。老挝党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
书记、国家副主席潘坎，老
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万象
市委书记兼市长辛拉冯，老
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
理宋赛等到机场送行。习近
平同他们一一握手，亲切话
别。习近平登上舷梯，向欢
送人群挥手致意，现场响起
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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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再次会见本扬强调

推动新时期中老关系更好发展
同本扬一道出席玛霍索综合医院奠基仪式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万象下榻饭店再次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
新华社记者 丁 林摄

图为奠基仪式后，习近平和本扬共同前往医院住院部大楼。在眼科病房，医护人员现场为接
受中方白内障手术治疗后康复的老方病患揭开眼罩，习近平祝愿患者早日康复，家庭幸福。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摄

本报万象 11 月 14 日电 （记者杜尚泽、孙
广勇、林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万象下榻饭店再次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
习近平感谢老方热情友好的接待，感谢本
扬在访问结束之际专程前来话别。习近平强
调，这次访问时间虽短，成果丰硕。我同老挝
党政领导同志深入交流，同各界友好人士近距
离接触。双方就巩固和发展中老关系，推进全
面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访问期间，我同本
扬总书记、国家主席一致同意共同打造中老具
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规划了加强战略对
接、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内容，指明了弘扬传
统友好、惠及基层民生的前进方向。访问取得
了圆满成功，我对中老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
心。双方要全面落实好这次访问成果，抓好战
略引领，搞好战略对接，做好民生工作，推动
新时期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发展。
本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对老

本报万象 11 月 14 日电 （记者杜尚泽、林
芮、杨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4 日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
家主席本扬在万象一道出席玛霍索综合医院奠
基仪式。
习近平乘车抵达玛霍索综合医院时，本扬
在停车处迎接。习近平和本扬共同观看玛霍索
综合医院项目效果图展板，听取中方总建筑师
关于项目的介绍。奠基仪式开始。习近平和本
扬走上主席台，共同为奠基石培土，撒上鲜
花。
奠基仪式后，习近平和本扬共同前往医院
住院部大楼，同中方援老眼科医护人员简短交
流，合影留念。习近平称赞中方医护人员作为
光明和友好使者，不仅为老挝患者带来了光
明，也为夯实中老友好的民意基础作出了积极
贡献，体现着新时代的国际主义精神。习近平
和本扬进入眼科病房，听取中方医护人员介
绍。医护人员现场为接受中方白内障手术治疗

挝的历史性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将长期稳定的
老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新水平，充
分彰显两国传统友好。老挝全党和举国上下感
到欢欣鼓舞，对老中关系未来发展充满期待。
老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认真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国家主席此访丰硕成果，在“四好”精
神基础上，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实现更大发
展。衷心祝愿中国党和人民事业取得更大胜
利。
会见后，习近平和本扬共同见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合作的协议》 的签署。
签字仪式后，习近平同本扬亲切道别。老
挝少年儿童向习近平献上鲜花。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中方陪同人员，
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党
中央办公厅主任坎潘，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
员、副总理宋赛，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宋迪等
参加上述活动。

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出席 APEC 会议并访问越南、老挝
本报万象 11 月 14 日电 （记者杜尚泽） 11
月 10 日至 1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应邀赴越南岘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
越南、老挝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外
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不久前胜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举
世瞩目。国际社会盛赞中国伟大成就、聚焦中
国发展战略、关注中国外交走向。习近平主席

中共十九大刚刚闭幕，中国一系列重
大外交活动即渐次铺开，可谓主客场齐头
并进，亚洲、欧洲、美洲等全方位接触，
大国、发展中国家、周边、多边外交全面
拓展，政治、经济、文化、党际等多领域
丰收。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示出新
气象、新作为。
第一，充满道路自信，打造国家软实力。
习近平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利用各种场
合向国际社会宣传十九大重要成果，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介绍中国推进改
革、开放、发展的战略部署，揭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迈上建设现代化强国
新征程的世界意义，让各界看到一个蓬勃向
上、积极进取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这充
分展现了中国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
展道路的信心，使各方更好理解中国的“成
功故事”，增添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
同中国合作的积极预期。访问期间，习近平

此次出席 APEC 会议并访问东南亚社会主义邻
国，面向世界权威宣示中国发展道路和执政方
略，立足周边践行亲诚惠容与合作共赢理念，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展示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气象、新作为、新贡献，实
现了十九大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访的成功
开篇。
5 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不辞辛劳、夜以

继日，密集开展近 40 场双多边活动，广泛接触
多国各界人士。习近平主席把握时代发展大
势，统筹国内国际大局，以政治家的境界阐释
理念，以战略家的眼光发出倡议，以实干家的
气魄推动合作，以外交家的风范凝聚共识，为
中国未来发展赢得更广泛支持，为亚太区域合
作开辟更光明前景，为中越、中老关系注入更
强劲动力。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此访是中国
外交开拓新局的重大行动，是构建新型国际关

中国外交大有作为未来可期
■ 华益文
主席在不同场合阐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核心理念和总体目标，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
稳定之锚。这充分展示了中国走具有中国
特色强国之路的坚定决心。
第二，引领国际合作，拓展发展空间。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加速演变，各
国之间以及一些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
突出，
“ 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
动，亚太等地区合作面临许多复杂和不确
定因素。在岘港 APEC 会议上，习近平主席
强调亚太要坚持建设开放型经济，促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引导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方向发展。会议领导人宣言明确写入推
进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继续反对保护
主义，并决定全面系统推进亚太自贸区建
设。这明显反映了中方意见，特别是与会
各方承诺共同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成为
本次会议一大亮点和重要成果。
第三，妥善处理分歧，减少前进障碍。
近期，中国与美国、韩国、日本等国
在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方面都取得进展。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关系曾一
度充满不确定性。在双方努力下，中美关
系保持了总体稳定，特朗普访华取得成

功，再次显示出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说明中国同美国打交道时保持战略定力、
多加沟通对话是有成效的。习近平会见韩
国总统文在寅时，肯定双方近期就改善中
韩关系达成的共识，提醒韩方在事关重大
利害关系问题上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决
策；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要求日方
以更多实际行动和具体政策体现中日互为
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战略共识；会
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时，积极评价中菲
关系发展态势，双方确认继续通过双边渠
道，妥善处理好海上问题。这表明，曾经
困扰亚太地区的中韩、中日、中菲关系有

后康复的两名老方病患揭开眼罩。习近平祝愿
两名患者早日康复，家庭幸福。重见光明的老
挝患者激动地感谢中国政府派医护人员救治，
使他们重新开始幸福生活。
习近平指出，中老合作要多向民生领域倾
斜，使更多当地民众获益。硬件有了，还要加
强软件建设。两国卫生主管部门要加大政策交
流和务实合作，共同提高医疗水平，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
玛霍索综合医院是中国为老挝援建的民生
领域标志性项目，系在玛霍索现有医院基础上
新建扩建，旨在帮助老挝改善医疗条件，预计
于 2021 年投入使用。
同日，习近平向老挝无名战士纪念碑敬献
花圈。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中方陪同人员参
加上述活动。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万象市
委书记兼市长辛拉冯，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
员、副总理宋赛参加有关活动。

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举措，是中国制度
理念和发展前景的精彩路演，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展现。

一、阐释中国发展道路，扩大
国际社会认知认同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同
世界前途命运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发展离不
开中国，中国发展也离不开世界。习近平主席
着眼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世界坐标，把握中国同
外部联系的历史演变，在岘港 APEC 工商领导
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同各国领导人会谈会
见、座谈交流，向国际社会宣介十九大重要成
果和意义，阐释中国发展道路和理念，为充满
挑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注入了来自中国的正能
量和稳定性。
（下转第四版）

望保持向好发展。
十九大之后，中国外交在短短时间里即
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发展态势，中
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更加鲜明，再
次印证了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影响力、感召
力、塑造力。中国把准了和平发展的时代脉
搏，顺应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趋势，符合中
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的发展道
路走对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走对了。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建设的全面
铺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大有作为，
未来可期。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