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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11日电 （记者杨迅） 国家主席
习近平1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习近平赞赏卡梅伦担任英国首相期间推动中英
关系发展的远见卓识和作出的努力。

习近平指出，我 2015年对英国进行了成功的国
事访问。我们共同开启了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为
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梅首相就任以来，继
续坚持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大方向，中英关系
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当前，中英双方高层往来密
切，互利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愈益活跃，为两
国人民带来了切实利益。中方愿继续同英方加强沟
通、交流、合作，包括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
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互利合作，把

“黄金时代”的蓝图转化为更多“黄金成果”，推动
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卡梅伦感谢习近平会见，并祝贺中共十九大圆
满成功。卡梅伦表示，习主席 2015年对英国的国事
访问至今令人难忘。英中共同打造两国关系“黄金
时代”并推动双方合作深入发展令人高兴。“一带一
路”倡议将为英中合作带来新的契机。我对英中关
系前景充满信心，愿继续为增进英中相互了解和交
往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
会见。

1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会见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1日应约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
话。

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不久前对中
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双方就发展
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在重大地
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达成重要共识，
增进了互信、加强了合作。中方对中韩
关系改善发展感到满意。新的一年里，
中方愿同韩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推
动务实合作，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推动
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共同努力促进
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韩方办好平昌
冬奥会，预祝平昌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文在寅再次感谢中方为他不久前访
华作出的周到安排，表示期待韩中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发展势头，并在新的
一年取得更大进展。韩方感谢中方支持
办好平昌冬奥会。

文在寅通报了近日韩朝高级别会谈
成果，表示韩方高度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
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感谢中方支持南北对
话，感谢中方为推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
问题、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所作努
力。韩方愿同中方一道，致力于通过对
话谈判解决问题，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支持韩朝双方
改善关系、和解合作。我们支持双方推进
南北对话和交流，逐步推动朝鲜半岛问题
解决。当前，朝鲜半岛形势挑战和机遇并
存。希望平昌冬奥会不仅为韩朝对话带
来契机，而且能成为朝鲜半岛形势好转的
开端。中方愿同包括韩方在内各方加强
沟通和合作，争取形势进一步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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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边1月 11日电 （记者张
慧中、张志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
地时间1月11日中午在金边王宫会见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西
哈莫尼国王的亲切问候，以及中方对
莫尼列太后的良好祝愿。李克强表
示，中柬友好源远流长，人民之间情谊
深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为中柬关系
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值得铭记。
习近平主席2016年成功访柬，推动中

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
阶。中方愿在今年中柬建交 60 周年
的新起点上，同柬方携手合作，继往开
来，推动中柬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李克强强调，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
柬埔寨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稳
定所作努力，愿继续向柬方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相信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的发展将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会见后，西哈莫尼同李克强亲切
话别，并目送车队驶离。

本报金边1月 10日电 （记者张
慧中、张志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
地时间1月10日晚在金边会见越南总
理阮春福。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越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平稳向前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访越，开启两
国关系的新篇章。我们愿同越方相向
而行，抓住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大方
向，保持高层交往，按照海上、陆
上、金融合作“三线并举”思路，推
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加务实的成
果，助力两国发展。中方愿同越方在
澜湄合作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努力
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本报金边1月 10日电 （记者张
慧中、张志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
地时间1月10日晚在金边会见老挝总
理通伦。

李克强表示，中老关系秉持“四
好”精神顺利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
记、国家主席成功访老，为中老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双方

要围绕“一带一路”和中老经济走廊
建设，加快发展战略对接，确保中老
铁路建设继续顺利推进，加强互联互
通。保持在澜湄、中国－东盟合作等
地区合作机制中的良好协作，更好造
福两国和地区人民。欢迎老方出席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中国消费
者推介老方优质产品。

本报金边1月 10日电 （记者张
慧中、张志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
地时间1月10日晚在金边会见泰国总
理巴育。

李克强表示，中泰一家亲深入人
心，两国关系发展势头很好，各领域
合作持续推进。上个月，中泰铁路项
目一期工程动工，标志着中泰合作迈
上新台阶。希望双方再接再厉，推动
项目顺利实施，并带动中泰其他领域
合作向前迈进。中方愿加强“一带一
路”倡议同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等
发展战略对接，提升中泰贸易便利化
水平，加强经贸、旅游、科技等领域
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李克强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李克强分别会见越南老挝泰国总理

本报金边1月11日电（记者张
慧中、张志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当地时间 1 月 11 日上午在金边和平
大厦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中柬是近邻，传
统友谊深厚。中国始终尊重柬埔寨
的主权和独立，坚定支持柬埔寨走
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
以两国建交 60 周年为契机，继续同
柬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务
实合作，密切人文等领域的交流，
同时为柬埔寨发展经济，尤其是改
善民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携手
打造中柬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
体。

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柬方更
好对接发展战略，以共建“一带一
路”为契机，抓好产能与投资合作
重点项目。加强经济特区、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农业及农产品深加工、
旅游等合作，扩大科教文卫及地方等
合作，共同办好中柬建交60周年系列
庆祝活动，让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更
加牢固。

李克强祝贺柬埔寨成功主办澜
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
议，指出中柬友好合作造福两国人
民，也惠及地区。中方愿同柬方继
续密切在澜湄合作机制和中国－东
盟合作框架内的协调沟通，继续为
地区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

洪森欢迎李克强总理在柬中建
交 60 周年之际访柬，并表示，李总

理此访必将进一步巩固柬中传统友
谊，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和澜湄合作更上一层楼。中国是
柬埔寨的友好合作伙伴，双方政治
上高度互信，各领域务实合作活
跃，人民间传统友谊深厚，柬方感
谢中方长期以来对柬的坚定支持和
帮助，祝愿中国人民早日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柬方对两国
公路、港口、经济特区建设等重大

项目的进展感到满意，愿进一步扩
大基础设施、农业、旅游、民生等
领域合作。巩固和发展柬中友好是
柬政府和人民的共识，柬方将在中
方的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坚定支持
中方的正当立场，愿同中方共同办
好两国建交 60 周年庆祝活动，将柬
中传统友好世代传承下去。

会谈后，李克强和洪森共同见
证了两国政治、经贸、卫生、林业、农

业、人文等领域 19 项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双方
还发表了中柬联合公报。

会谈前，洪森在和平
大厦为李克强举行了隆重
的欢迎仪式。当车队驶近
和平大厦时，当地中小学
生在道路两侧挥舞着中柬
两国国旗和鲜花，热烈欢

迎中国贵宾。洪森同李克强亲切握
手。两国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
乐队高奏中柬两国国歌。两国国旗在
白色大理石的映衬下格外醒目。李克
强在洪森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当日上午，李克强向柬埔寨独
立纪念碑和西哈努克太皇纪念雕像
献花圈。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记者张
慧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在柬
埔寨金边举行的澜沧江－湄公河合
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并结束对柬
埔寨的正式访问后，于 11 日晚乘专
机回到北京。

李克强总理在金边停留不到 24
小时，出席 20 余场双、多边活动。
在出席澜湄合作会议期间，李克强
提出“3+5+X合作框架”。李克强希
望各方弘扬“平等、包容、务实”的澜
湄精神，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
建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会议发
表了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在新
的起点上谋划了合作的未来。

在访柬期间，李克强重申中方
始终尊重柬埔寨主权和独立，支持
柬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愿继续为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共建“一带
一路”为契机深化各领域合作，更
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达成 19 项合
作文件，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
携手打造中柬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
共同体。

李克强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会谈时强调

携手打造中柬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结束出访回到北京

李克强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会谈时强调

携手打造中柬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结束出访回到北京

1月11日，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开幕。上午9
时，现场排队领票的队伍长达十余米，冬日里零
下9摄氏度的天气丝毫没有影响读者们的热情。

11日至 13日，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在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举办。据笔者观察，此次图书订货会
相比往年有不少新亮点。

十九大读物受热捧

本届图书订货会是中共十九大闭幕后国内图
书出版发行界举办的第一次盛会。十九大相关出
版物大量涌现，成为此次订货会的最大亮点。

在展馆二层中央，圆形展厅前的“党的十八
大以来优秀政治读物、党的十九
大图书文献展”几个大字十分醒
目。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精心陈
列展出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和 《习近平讲故事》。除
此之外，还有一批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深入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伟
大成就、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等重点主题的出版物参展，如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研究》、党的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
等。“我们从各大出版社上报的 1000 多种读物中，
精心遴选了近 300 种，为的就是宣传好十九大精
神，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读物。”展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

除了专门展厅外，十九大相关图书也是各个
出版社参展的重头戏。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的 《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建国大业》 三本书
合称“共和国三部曲史学读本”；贵州人民出版社
推出的“红色文化与党性教育”系列丛书，将地
方党建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相结合；外文局也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成多国文字，推广至世
界各地。

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表示，“此次订货
会，我社的主要精力放在十九大相关图书的宣传
上。”说话间，辛广伟拿起一本名为《一图读懂党
的十九大》 的小册子，两手一拉，一米多长的折
页图上全是清晰的图表、生动的绘画，十九大报
告相关内容一目了然。“我们推出这个产品，受到
农民工读者还有一些青年读者朋友的好评。”此
外，为了促进十九大精神进校园，人民出版社还
出版了一系列十九大精神学生读本。

数字出版打造新服务

“妈妈你看，小松鼠动起来了！”在广西教育

出版社的展厅内，一位小朋友对站在一旁的妈妈
说。

广西教育出版社融合了数字出版创新的 AR
（增强现实技术），出版了“二十四节气”自然科
普绘本丛书。用手机下载应用程序注册后，将摄
像头对准绘本画面，绘本中的红桑葚、绿树叶、
小动物，会在孩子们眼前“动”起来。

AR不光让读物更具亲和性，也结合书籍知识
更好地为百姓服务。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的 《三
维经络穴位全彩图集》，每个穴位的介绍旁都有二
维码。该社中医药编辑室编辑郑琳娜向笔者演示
了手机扫描观看AR展示的经脉运行。

除此之外，数字化也使读者和作者的实时互
动成为可能。笔者了解到，该社 《吴宝春的面包
秘笈》 一书增加了与读者互动的新形式，扫描书

后的二维码，便可观看作者制作面包的直播视
频，读者还可以将自己制作面包的心得体会发布
在平台上，与作者进行交流。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出版将成为出版业
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陈
仲建说。

引领全民阅读新风尚

订货会各展厅内，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招
展组工作人员张北英向笔者介绍，本届订货会展
出面积 5 万平方米，展示图书 40 万种，展台 2430
个，馆配展架 700 多个，参展单位近 1000 家。其

中，民营书店接近300家，创历
史新高。

此次参展图书内容和质量均
有提升，为全民阅读提供了保
障。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中华现
代学术名著丛书》和《汉译世界
学术名著丛书》 120 年纪念版，
是中国首套系统梳理中华学术百
年发展脉络的大型丛书；线装书

局展出了镇社之宝——《文渊阁四库全书 （典藏
版）》，再现文渊阁《四库全书》绝世风华；山东
人民出版社推出 《中国巨变——图说改革开放四
十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胡长青分析说，策划
选题要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特”，
会讲故事才能真正打动读者。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订货会期间文化活动异
彩纷呈，吸引了更多读者。各单位开展文化和新
书推介活动多达 180场 （次）。在南方出版传媒举
办的 《纪连海说西游》 读者见面会上，此书作者
纪连海绘声绘色地讲述西游故事，两个演员在一
旁扮成齐天大圣进行现场表演，吸引了一大批读
者。现场，一位外卖配送员也对现场工作人员
说：“这活动挺吸引人的，如果不是赶时间，我也
想听一会儿，买本书看看。”

严冬里掀起图书热
——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观察

李 贞 吴宇轩 李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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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 11日电 （记
者闫子敏）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1
日说，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通过有
关涉台议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
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中方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
通过“与台湾交往法案”有何评
论？

陆慷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

道，有关议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
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坚
决反对。

陆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恪守
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原则，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与台
进行任何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向

“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
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
和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本报北京1月 11日电 （记者
杨鸥） 由韩国总统文在寅亲笔撰写
的个人传记 《命运：文在寅自传》
中文版新书发布会今天在北京韩国
文化院举行。

《命运：文在寅自传》 中文版
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
展现了文在寅 30 多年的跌宕人生
和身份转变，贯穿韩国近 30 年的
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对许多关键
人物的相遇相交、家庭与社会、个
体与国家之间的因缘际会、沉浮交
叠等，都有详实记述。书中对自身

政治生涯作出回望与反思，还有对
未来政府的期望与设想。这既是一
本作者自我心路历程的告白书，也
是一本见证韩国社会 30 年变迁的
特写。

文 在 寅 在 本 书 中 文 版 序 中
说，本书“好比是我向中国朋友
发出的一封邀请函，又好比是一
叶扁舟，穿行于中韩两国的友谊
之河上。”

韩国驻华大使卢英敏在发布会
上致词，希望通过此书积极促进中
韩之间的文化交流。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坚决反对美众议院通过有关涉台议案

《命运：文在寅自传》中文版发行

1月 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金边和平大厦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举
行会谈。图为会谈前，洪森在和平大厦为李克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