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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代新变革凝魂聚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述评

（第三版）

本报北京8月20日电（记者李伟红） 国
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马来
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习近平欢迎马哈蒂尔访华，赞赏马来西
亚新政府和马哈蒂尔本人高度重视中马关
系，赞赏马哈蒂尔多次表示视中国为发展机
遇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赞赏马哈蒂尔
为推动亚洲区域合作作出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马关系处于新的重
要历史方位。中国正努力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马来西亚开启了建设“新马
来西亚”征程。总理先生多年来倡导“亚洲
价值观”，主张独立自主，积极推进东亚合
作，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为
亚洲崛起中坚力量，中马互为重要发展机遇
和合作伙伴。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引领两
国关系更好发展，推动亚洲振兴和世界进步
繁荣。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接续友谊，深化合
作。马来西亚是东盟成立后率先同中国建交

的东盟国家。中方坚定奉行中马友好，相信
新时期中马关系大有可为。要本着相互尊
重、友好协商的原则，妥善对待存在问题，
坚持友好合作的大方向，实现互利双赢。要
立足亚洲，胸怀世界，坚持战略自主，推动
中国－东盟合作提质升级，推动东亚经济共
同体建设；赋予南南合作新活力，提高发展
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旗帜鲜明反对单边
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习近平指出，马来西亚是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重要国家，也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的沿线国家。双方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
线推进新时期中马务实合作。要加强统筹规划
和各自发展战略的对接，推进产业和创新合
作。要培育新合作亮点，探讨合作新领域、新思
路、新模式，持续做大合作增量，扩大互利共
赢。探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合
作，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马哈蒂尔表示，我这次访华是马来西亚
新政府的重要举措，旨在向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表明，马来西亚对华友好的政策不会变
化。中国是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也是马来西
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历史上从未殖民过马来
西亚。中国今天的发展对马来西亚也不是威
胁。马中合作助推了马来西亚的发展。我此
行日程虽然繁忙，但每一刻都十分充实、愉
快。马来西亚钦佩中国奇迹般的自主发展，
赞叹中国产业、商业领域的巨大成就。马方
新时期“向东看”愿借鉴中国发展的成功经
验，不断创新创造，实现自身更大发展。马
方欢迎中国企业赴马来西亚投资，深化双方
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600多年前，郑和
下西洋，成为马中关系史上一段重要佳话。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
促进地区的交往合作，将使地区所有国家获
益。马来西亚支持并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相信这有利于地区发展繁荣。马中都
坚持亚洲价值观，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符合我们自身和本地区的利益。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本报北京8月20日电（记者李伟红）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20日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国旺。

习近平请陈国旺转达对阮富仲总书记同志和陈大光
主席同志的亲切问候。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
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越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步
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去年我同阮富仲
总书记实现第二次互访，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达成一系列
重要共识。中越关系总体向好发展势头更加巩固，中越友
好合作潜力不断得到释放，我们对此感到高兴。我们愿同
越方一道，就一些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深入沟通，加强
对中越关系发展的政治引领，推动中越关系进一步发展。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
立10周年。10年来，中越关系得到长足发展，有力促进
了两国各自发展，增进了人民福祉，也为推进世界社会
主义事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中方始
终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两党两国关系，愿同
越方一道，在“十六字”方针和“四好”精神指引下，
使中越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向前迈进。双方要通过多
种形式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要

加大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不断深化务实合
作；要坚持对话协商，有效管控分歧，推动两国海上共
同开发早日取得实质进展；要进一步夯实双边关系的民
意基础，培养两国民众相亲相近的友好感情。

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与越南共产党在加强党的
自身建设方面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愿同越南共产党加
强交流互鉴，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
高各自执政能力。

陈国旺首先转达阮富仲总书记和陈大光主席对习近平
总书记同志、国家主席的亲切问候。他表示，越方衷心祝贺中
共十九大以来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领导下
取得的新的伟大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方为地区和世界和
平稳定作出的重要贡献。在越中两党总书记的亲自领导下，
越中两党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当
前形势下，巩固和深化越中两党关系、始终保持两党的初心
极为重要。越方珍视越中传统友谊，发展对华友好关系是越
对外关系中的头等优先，愿与中国党、政府一道努力，推动越
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8月 20日电 8 月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联合国前
秘书长安南逝世向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致慰问电。习近平对安南不
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安南
的家人以及联合国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安南

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他任
内，中国同联合国的合作得到全面
加强。安南先生是享誉世界的国际
活动家，始终积极倡导多边主义，
推动加强联合国作用，为世界和平
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安南先生
是非洲人民的杰出代表。他来自非

洲，心系非洲，一直推动国际社会
加大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

习近平强调，在当今世界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形势下，安
南先生所积极倡导的多边主义具有
特殊现实意义，他的努力和贡献将
为各国人民缅怀。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 20日宣布：2018年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于9月3日至
4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峰会主题为“合
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
主持峰会并举行相关活动。中非合
作论坛非方成员领导人将应邀与
会，有关非洲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
代表将出席峰会有关活动。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于今年9
月在北京举行。8月20日8时，峰会
新 闻 中 心 网 站 www.focac2018.com
正式开通上线。

8月17日至21日，马来西亚总
理马哈蒂尔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见马哈蒂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同马哈蒂尔会谈，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栗战书会见马哈蒂尔，两国
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访问期间，马哈
蒂尔不断释放善意，强调此访是其
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问东盟以
外的国家。双方一系列互动凸显出
当前中马关系的积极动向。

中马珍视传统友谊。事实上，
对华友好是马哈蒂尔的固有立
场。他于 1981 年至 2003 年担任马
总理期间，先后 7 次访问中国，为
发展中马友好关系作出重要贡
献。习主席强调，双方要接续友
谊，深化合作。马来西亚是东盟成
立后率先同中国建交的东盟国
家。中方坚定奉行中马友好，相信
新时期中马关系大有可为。

中马定调当前关系。当前中
马关系处于新的重要历史方位，
两国都站在各自国家发展新的历
史起点上。今年以来，两国各自
成立了新一届政府，双边关系也
面临新的定位。马来西亚钦佩中
国奇迹般的自主发展，赞叹中国

产业、商业领域的巨大成就。马
新时期“向东看”愿借鉴中国发
展的成功经验，不断创新创造，
实现自身更大发展。马新政府和
马哈蒂尔本人高度重视马中关
系。此次访华行程是马新政府的
重要举措，旨在向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表明，马对华友好的政策
不会变化。中国也明确表示，将
坚定奉行对马友好。把握睦邻友
好大方向是双边关系的基调。

中马重视战略沟通。中马间
存在广泛共识。对内，两国均坚
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对外，中马都主张独立自主，积
极推进东亚合作。2001年马哈蒂
尔来华出席博鳌论坛时曾表示，
亚洲应该有自己的论坛，对“亚
洲论坛”设在中国感到高兴。双
方加强战略沟通，既引领两国关
系更好发展，也有助于推动亚洲
振兴和世界进步繁荣。

中马支持自由贸易。今年是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旗帜
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
义，正在不断推出开放合作措
施。作为外向型经济体，马来西
亚以贸易立国，重视国际贸易。

对当前在西方世界出现的逆全球
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马哈
蒂尔明确表示反对。马方欢迎来
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希望实现双
方在经贸等各领域的互利共赢。

中马共建“一带一路”。习主席
强调，马来西亚是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重要国家，也是最早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双方
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进
新时期中马务实合作。马哈蒂尔积
极回应中方倡议，认为“一带一路”
是为了促进地区的交往合作，将使
地区所有国家获益。马方支持并愿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马哈蒂尔访华成果丰硕，中马
通过高层互动为双边友好合作描
绘蓝图，有效回应唱衰两国关系的

“杂音”。当前，中国正努力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马来西亚开
启了建设“新马来西亚”征程，在互
惠共赢中，中马合作扬帆再启程。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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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马关系处于新的历史方位
■ 华益声

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习近平：中马关系大有可为
马哈蒂尔表示，马来西亚对华友好的政策不会变化

习近平就安南逝世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慰问电

习近平将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国旺

习近平：推动中越关系进一步发展

本报北京8月20日电（记者白天
亮）1978 年 9 月 26 日，中国第一艘集
装箱船“平乡城”运载162个集装箱从
上海启航，王再生是船上大副，他说自

己“赶上了好时候”，尽管中国集装箱
运输起步晚，但终究还是有了，他后来
成为船长。2018 年 1 月 16 日，中国自
己制造的第一艘 2 万箱集装箱船“中

远海运白羊座”交付运营，这是当时全
球最大的集装箱船之一。船长徐斌自
豪又淡然，因为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
大的远洋运输船队。

从“平乡城”起步，今天中国远洋
海运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 9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94 个港口。两代船
长，在越织越密的跨洋航线上、渐行渐
远的国际港口间，见证祖国腾飞。

（相关报道见第六版）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系列报道

两代船长，见证中国远航

8月20日，由中铁十一局集团承建的蒙华铁路汉江特大桥斜拉索挂索全部完成。蒙华铁路汉江特大桥位于湖
北省襄阳市区上游约3公里的汉江上，总长5242米，是蒙华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 蒙华铁路北起内蒙古鄂尔
多斯，终至江西吉安，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北煤南运的“战略通道”。

图为蒙华铁路汉江特大桥。 金 伟摄 （新华社发）

蒙华铁路汉江特大桥完成挂索蒙华铁路汉江特大桥完成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