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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者白洁、郑明
达） 国家主席习近平 14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芬兰
总统尼尼斯托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
同谱写中芬关系发展新篇章。

在中国即将迎来农历新年之际，习近平向尼尼
斯托和芬兰人民致以新春的祝福。习近平指出，近
年来，中芬关系的主旋律就是构建和推进面向未
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中芬加强对话和合作，
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也将为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中芬双方要坚持互尊互信，
保持开放包容心态，尊重各自发展道路，照顾
彼此核心利益，维护好中芬关系政治根基，推
动中芬关系行稳致远。要以创新为引擎，拓展
务实合作新领域，更好服务于两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中方赞赏芬方支持“一带一路”
倡议，愿同芬方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要
充分利用中欧班列等带来的便利条件，促进双向
贸易，开展三方合作，探讨在北极航道开发等项
目上的合作机遇，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促进亚
欧大陆互联互通。要加强人文交流，我和总统先
生将共同启动“2019中芬冬季运动年”，希望双方
携手打造冬季运动合作典范。要共同推进全球治
理改革，加强国际事务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落实气候
变化《巴黎协定》，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
衡和包容增长。中方愿同芬方加强在北极理事会
框架内合作，共同促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建
设，希望欧洲保持团结、稳定、开放、繁荣，在国际
舞台上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希望芬方继续为
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我们
愿同北欧各国和北欧部长理事会保持密切沟通，
规划好中国－北欧合作。

尼尼斯托首先向习近平和中国人民致以诚
挚的新年问候。尼尼斯托表示，芬中关系发展
迅速。芬兰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重视中
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珍惜同中国的友谊。

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非常重要，
芬兰愿发挥积极作用，使这一倡议更好地同欧盟
对接，促进欧亚大陆互联互通。我这次访华期间，
双方将发表《关于推进芬中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
伙伴关系的联合工作计划（2019－2023）》，相信
这将进一步促进芬中友好关系。芬方愿同中方一
道，落实好行动计划，深化贸易、创新、环境、旅
游、北极事务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人文交流，
加强体育、特别是冬季运动合作。芬兰赞赏中国
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
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当前形势下，芬中就国际事
务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十分重要。芬方将以下半年
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推动欧盟同中国发
展更加紧密的关系。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有关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签字仪式后，习近平同尼尼斯托共同出席了
“2019中芬冬季运动年”启动仪式。习近平在致辞
中指出，新中国第一次走上奥运赛场就是参加
1952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五星红旗第一次在
奥林匹克体育场上升起。中芬冬季运动发展契合
度高、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相信“2019中芬冬
季运动年”将推动两国体育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同
为中芬人文交流注入新活力，不断推动中芬面向
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尼尼斯托
表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体育大国。芬中在体育领域
结缘已久。芬兰支持中国成功举办2022年冬奥会，
很高兴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开启冬季运动年的国
家，相信这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正
在向冬季运动强国迈进，芬兰愿助一臂之力。

中芬两国少年儿童分别向两国元首赠送中
芬冬季运动年标识和纪念品。两国元首同中芬
冰雪项目运动员代表共同启动“2019 中芬冬季
运动年”。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尼
尼斯托举行欢迎仪式。

彭丽媛、孙春兰、郝明金、王毅、何立
峰、高云龙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1 月 14 日，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
意，共同谱写中芬关系发展新篇章。习近平同
尼尼斯托还共同出席了“2019 中芬冬季运动
年”启动仪式。应习近平邀请，尼尼斯托于 1
月13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尼尼
斯托自2013年以来以总统身份第二次访华。

2017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对芬兰进行了国
事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宣布建立中芬面向未
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中芬之间频繁的高层
互访是两国传统友好的表现，两国合作的持续
深入也将进一步增强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中芬
合作更为务实高效。

中芬两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合作互利
互惠。中芬关系是不同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典
范，虽然中芬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不同，
但不妨碍双方正常务实合作，双方做到了坦诚
沟通和相互理解。中芬关系还是西方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样板，两国处于不同的发
展阶段，双方经济发展互补性强。芬兰更多看
到与中国合作的机遇，这与一些国家冷战思维

作祟，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视中国为威胁形
成鲜明对比。可以说，中芬关系正是新型国际
关系的代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当前，中欧关系及国际形势正在发生一些
变化。从中欧关系看，欧盟对华政策积极性有
所下降。一是仿效美国建立投资审查机制，保
护主义凸显；二是指责中国对欧盟“分而治
之”；三是猜疑中国试图输出中国模式。从国际
上来看，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仍在涌动，世界
发展正陷入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一趋
势既不利于芬兰，也不利于中国，更不利于国
际形势的稳定、可预期发展。芬兰是开放型经
济体，需要一个稳定、包容的国际环境。在世
界不确定性增强、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
国主张开放，支持全球各国协作发展，这对芬
兰来说弥足珍贵，中芬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
言和共同利益。这也是中芬双方日益看重彼此
的一个重要背景。

从中芬双边关系看，双方经贸、科技、人文交
流日益走向深入。在冬季运动、清洁能源、信息、
人工智能以及林业、食品等诸多领域，中芬之间

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从中欧关系看，在英国脱
欧的背景下，芬兰作为一个主张开放、寻求共赢
的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在推动中欧化解分歧、
深化合作方面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芬兰与美国、欧盟、俄罗斯及中国等世界
主要力量都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建设性关系，关
注大国竞争及世界格局的变化。通过北欧国
家、欧盟国家、欧元区国家、西方国家、北极理
事会成员等一系列身份，芬兰可以发挥独特的作
用，与中国一起，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

相信芬兰总统此次访华将取得圆满成功，
推动中芬合作再上层楼，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
力，也为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图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尼尼斯托和夫人合影。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据新华社北京1月 14日电 中
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 14 日举行会
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和全会精神，结合人大工作实际，研
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
组书记栗战书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
和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增强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全面从严治
党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以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
要求落实落细，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要以严和实的精神
切 实 担 负 起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主 体 责
任 ， 坚 决 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把全国人大党的建设抓具体、抓
深入、抓出实效。党员领导干部要经
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从知行
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
检查自己，以坚强党性和高尚品格
带好头、作表率。

1 月 13 日，“2019 四海
同春-华星闪耀 《唱响中
国》”迎新春快闪活动在巴
西圣保罗市保利斯塔大街举
行，百余名中巴演员为观众
献上了一场中国味儿十足的
精彩表演。图为演员在大街
上进行舞龙表演。

新华社记者 宫若涵摄

习近平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谈
两国元首共同启动“2019中芬冬季运动年”

中芬合作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 张 健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4 日电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主持召开
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将政府系
统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向深入、取
得更大成效。

会议指出，新一届政府履职以
来，国务院党组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
党战略部署，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着力转职
能、转作风、严政纪、强监管、肃贪

腐，取得明显成效。要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
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进一步抓紧抓实政府系
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会议决定，适时召开今年国务院
廉政工作会议，专题部署政府系统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鹤、魏凤
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出席。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党组会议
韩正出席

栗战书主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

据新华社兰州1月 14日电 （记
者姜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汪洋近日在甘肃临夏回
族自治州调研脱贫攻坚工作，看望
慰问贫困群众和基层扶贫干部。他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
把习近平总书记新年贺词中对扶贫
干部的亲切关怀和对脱贫工作的殷
切期望转化为强大的工作动力，坚
决攻克深度贫困的堡垒，确保如期
打赢脱贫攻坚战。

汪洋在甘肃临夏调研

据新华社北京1月 14日电 （记
者于佳欣） 2018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
资交出亮丽成绩单：商务部 14 日发
布 数 据 显 示 ， 全 年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8856.1亿元人民币，引资规模创历史
新高，同比增长0.9%。

据介绍，2018年，主要投资来源地
实际投入增长态势良好。主要投资来
源地中，新加坡、日本、英国、美国实际
投入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8.1%、13.6%、
150.1%和 7.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实际投入金额同比增长13.2%。

去年中国吸引外资8856亿元

巴西圣保罗

舞龙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