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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博鳌 4月 10 日电
（记者侯丽军、李金红）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日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
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习近平指出，杜特尔特总统就任
以来，中菲关系翻开新篇章。中方愿
同菲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的大方
向，确立共同发展的大目标，发扬
妥处分歧的大智慧，确保中菲关系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健康稳定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国对菲律宾睦
邻友好政策是坚定的，支持菲律宾
发展的意愿是真诚的。中方支持菲
律宾政府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

习近平指出，中菲关系过去两
年从“转圜”到“巩固”，连上了
两个台阶，今年的任务应该是“提
升”。为此，两国领导人要密切沟
通，对中菲关系加强战略引领和顶

层设计。要加大两国发展战略对
接，推进“一带一路”框架内和各
领域互利合作。要深化安全合作，
中方支持菲方推进反恐和“扫毒灭
罪”行动。双方新闻主管部门和媒
体要加强交流，充分调动民间力量
参与中菲友好事业，扩大人文交
流，夯实民意基础。我们要继续妥
善处理好南海问题，适时探讨联合
勘探、共同开发合作，使南海成为
合作之海、友谊之海。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将东盟
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今年是中
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
和中国－东盟创新年，菲律宾将接
任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中方愿
同菲方密切沟通和配合，推动中
国－东盟关系和东亚区域合作不断
发展。

杜特尔特表示，当前菲中关系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菲律宾感谢中
国对菲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反恐维
稳能力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菲方愿
积极参与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密切同中方在经贸、渔业、旅
游、教育、基础设施、执法、安全
等领域合作。菲方愿同中方一道努
力，通过双边沟通协商，继续保持
南海和平稳定，使南海成为菲中两
国间一个合作领域。菲将接任中
国－东盟关系协调国，愿积极促进
深化东盟同中国的合作。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
合作文件的签署。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
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菲律宾总统

新华社海南博鳌 4 月 10 日电
（记者侯丽军、王存福） 国家主席习
近平 10 日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见
荷兰首相吕特。

习近平指出，中荷关系潜力巨
大，大有可为。下阶段，双方要践行
开放共赢合作理念，积极推动传统领
域合作提质升级，大力拓展新兴领域

合作，扩大和丰富人文交流，实现更
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中荷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天然合作伙伴。我们赞赏
荷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欢迎荷方
积极参与。要做好顶层设计，为双方
深入开展合作创造条件。

习近平强调，全球化符合世界各
国共同利益，是大势所趋。我们不能
因为暂时的困难和问题就止步不前，
而应该积极适应，坚持开放的发展理
念，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中
荷双方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希望荷兰继续在欧
盟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促进中欧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吕特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
主席今天上午发表的重要演讲。荷
中关系强劲且重要，荷方期待深化
两国合作，共同打造共建“一带一
路”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荷
方重视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
用，支持自由贸易，致力于推动加
强欧中关系。

丁 薛 祥 、 刘 鹤 、 杨 洁 篪 、 王
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荷兰首相习近平会见荷兰首相

新华社海南博鳌 4月 10 日电
（记者王卓伦、罗江） 国家主席习
近平10日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见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习近平指出，中新关系发展

同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息 息 相 关 。 当

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新加坡正在实施“未来经济
发展战略”。双方要结合新形势新
特点，对双边关系和务实合作作
出新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双
方要推进政府间大项目合作。要
加强“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
继续打造好两国共建的“南向通
道”，将“一带”和“一路”更好
连接起来。中方愿同包括新方在
内东盟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实现

“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发展规划
更 好 对 接 ， 构 建 更 为 紧 密 的 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希望新加
坡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李显龙表示，新加坡支持基于
国际规则的国际体系，主张国际合
作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国与国
要通过和平、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彼
此关系。中共十九大和刚刚结束的
中国全国两会宣示的政策，体现着
中国对自身发展高瞻远瞩的规划和
对国际体系的支持。当前新中双边
合作与时俱进，日益深化。新方致
力于深化新中关系，推进两国大项
目及“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新
方支持加强中国东盟关系。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
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

新华社海南博鳌 4 月 10 日电
（记者潘洁、吴茂辉） 国家主席习近
平 10 日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见巴
基斯坦总理阿巴西。

习近平指出，我2015年访问巴基
斯坦以来，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取得长足进展。当前，国际和地区
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巩固中
巴全天候友谊，深化中巴战略合作，
具有更加重要和现实意义。中巴关系
应当成为睦邻友好的典范、地区和平
稳定的支柱、“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的标杆。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发挥高
层交往对双边关系的重要引领作用，
保持各领域密切交流，弘扬传统友
好，继续相互支持，深化利益融合，
推动中巴关系实现更高水平发展，打
造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双方
要继续稳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规划和实施好瓜达尔港等基础设施、
能源、产业园区等项目。

习近平指出，中国最希望看到巴
基斯坦稳定发展、繁荣富强，坚定支持
巴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正当权
益的努力，反对任何国家干涉巴基斯
坦内政，坚定支持巴方维护国家统一，
坚决打击恐怖主义。

阿巴西表示，巴基斯坦和中国是
铁杆兄弟，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问题上一贯坚定相互支持。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对巴中两国和地区发
展十分重要。巴方愿加强双方金融、
能源、农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合
作。巴方高度评价中国在维护地区和
世界和平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愿继
续密切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合作。

会见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
合作文件的签署。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新华社海南博鳌 4 月 10 日电
（记者侯丽军、伍鲲鹏） 国家主席习
近平 10 日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见
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赫。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

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我们将推
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按照亲诚
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
外交方针，深化同蒙古国的关系。当前，
中蒙关系处在新的历史阶段。双方要本

着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抓住机遇，推
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切实尊重和
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中方一贯尊重蒙
古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蒙
古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愿
同蒙方密切高层交往和各层级往来，抓
住“一带一路”倡议同蒙方“发展之路”
倡议对接带来的重要机遇，拓展各领域
合作和人文交流。中方欢迎蒙方积极参
与上海合作组织活动及发展。

呼日勒苏赫表示，习近平主席
今天上午发表的重要演讲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您倡导开放包容的发展
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各国带来更广
阔的机遇。加强对华合作是蒙对外
政策的优先方向。蒙方赞同相互尊
重是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坚定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认为台湾、西
藏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台湾问
题、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蒙方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愿加强蒙中发展
战略对接及各领域合作。蒙方高度
赞赏中方为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
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蒙古国总理习近平会见蒙古国总理

新华社海南博鳌 4月 10 日电
（记者侯丽军、涂超华）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0 日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
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
德。

习近平积极评价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对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增
长、维护金融稳定作出的重要贡
献，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
的份额和治理改革，增加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代表性和发言
权，赞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
和亚洲发展的关心、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支持。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经济运行
和结构性改革情况，指出中国是
负责任的大国，是现行国际体系
的建设者和贡献者，我们将继续致
力于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继
续支持自由贸易、贸易投资自由化
和便利化。国际社会应摒弃冷战思
维，主张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我们愿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
续加强合作。

拉加德表示，祝贺习近平主
席当选连任中国国家主席。我高
度赞赏习近平主席今天上午发表
的主旨演讲、特别是中国将坚定
推进改革开放的积极信息。您的
演讲为当今世界增加了确定性和
希望。世界需要像中国这样的领
导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
责是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体系，
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不利于世界
经济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支持对话合作，致力于密切同
中国的合作，积极支持和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
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新华社海南博鳌 4月 10日电 （记者侯丽军、查文
晔）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10日上午在海南博鳌会见前
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的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
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一行。

习近平欢迎萧万长先生和各位台湾工商界朋友来到
博鳌，共话亚洲地区合作发展大计。他表示，今年是祖
国大陆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台湾问题攸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岛内工商界朋
友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坚定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一家亲，我们愿意继续同
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让广大台胞台企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希望两岸同
胞共担民族大义，共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共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会见萧万长一行习近平会见萧万长一行

4月 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阿巴西。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4月 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见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见荷兰首相吕特。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见蒙古国总理呼日
勒苏赫。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见新加坡总理李
显龙。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见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