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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20日电（记者王远） 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习近平赞赏巴科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后首次出访就来到中国，称赞这体
现了巴科校长对中美教育交流的重视。习近平指出，教育交流合作是中美
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进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础。新中国成立70年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大批海外学成归国的人才为中国的发展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主张互学互鉴，鼓励留学，支
持中外教育交流合作，希望中美人文交流取得更多积极成果。我很高兴，
去年底我同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会晤时，他也表示支持中美教育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
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致力于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我们将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共
同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愿同哈佛大学等美国教育科研机
构开展更加广泛的交流合作。

巴科感谢习近平会见。巴科表示，很高兴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后首次出
访就来到中国。我此访不仅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也代表着美国高校来促
进美中教育交流。美中高校等教育文化机构保持和深化交流合作，从长远
看对促进美中关系至关重要。哈佛大学拥有大量中国留学生，汉语在外语
中的普及率名列前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大力加强高等教育令人钦佩，
哈佛大学愿继续推进同中国教育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

孙春兰、杨洁篪、王毅参加会见。

3月 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
巴科。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习近平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记者焦翔、王迪） 外交部 20
日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副部长王超介绍国家主席
习近平即将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有关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王超指出，应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摩纳哥
公国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马克龙邀
请，习近平主席将于 3 月 21 日至 26 日对意大利、摩纳
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次欧洲之行是我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今年首次出访，对中意、中摩、中
法关系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王超表示，意大利是二十国集团和欧盟重要国家。
今年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5 周年，明年将迎来
中意建交 50 周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习近平

主席此访对双边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历史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马塔雷拉总
统、孔特总理举行会谈，会见两院议长，就中意、中
欧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均愿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体现中
意 关 系 发 展 最 新 水 平 ， 赋 予 中 意 合 作 新 的 时 代 内
涵 。习近平主席将同孔特总理共同见证签署涉及外
交、经贸、文化等领域政府间合作文件以及基础设
施、机械、金融等领域商业协议。双方还将进一步加
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努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
实实在在的利益。除首都罗马外，习近平主席还将访
问西西里大区首府巴勒莫。

摩纳哥是一个独具魅力的欧洲国家，在环保、文

化、体育等领域有着独特的国际影响。中摩建交以来，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
独树一帜，成为大小国家友好交往的典范。习近平主席此
访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摩纳哥，对中摩关系发展具
有历史性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尔贝二世
亲王举行会谈，就中摩在政治、经济、人文、环保等领
域的合作深入交流，共同开辟中摩关系发展新时代。

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欧盟重要大国，
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当前，中法
关系保持健康稳定高水平发展，超越双边范畴，具有鲜
明的战略性、时代性和全球性。两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稳步推进，核能、航空航天、农
业、金融、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双

方在维护多边主义、改善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重
大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协调，人文交流也更趋活跃。今
年是中法建交 55周年。习近平主席时隔五年再次对法国
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访问期
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马克龙总统举行大小范围会谈、小
范围宴请，会见菲利普总理和两院议长。两国领导人将
就中法、中欧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并见证签署能源、交通运输、农业、金融、
文化、科技等领域合作协议。

王超强调，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推动中国同意、摩、
法三国务实合作迈向更高水平，为新时期中欧关系发展注
入新动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开辟新空间，更好造福、更多
惠及中欧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将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有关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2019年3月1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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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3 月 20 日，在对意大利共
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意大利 《晚
邮报》 发表题为 《东西交往传佳话 中意友谊续新篇》
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东西交往传佳话
中意友谊续新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很高兴在万象更新的时节应马塔雷拉总统邀请，
对意大利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2011 年我曾在罗马出
席“意大利统一 150 周年”庆典活动，2016 年又过境撒
丁岛。意大利将古老和现代、经典和创新相结合的生
活方式和工业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即将再次
踏上这个美丽国度，见到热情的意大利朋友，我感到
十分亲切。

中国和意大利是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在人类
文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作为古罗马文明
的发源地和文艺复兴的摇篮，意大利雄壮华美的历史
古迹、文学艺术巨匠的恢宏杰作在中国广为人知。中
国和意大利两个伟大文明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
两千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就让远隔万里的中国和
古罗马联系在一起。汉朝曾派使者甘英寻找“大秦”。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地理学家庞波尼乌斯多次提到

“丝绸之国”。一部 《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掀起了历
史上第一次“中国热”。马可·波罗成为东西方文化交
流的先行者，为一代代友好使者所追随。

进入当代，沿着古人友好交往的足迹，中意关系
不断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197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意大利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2020 年两国将迎来
建交 50 周年。建交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两国始终相互信任、密切合作，树立了不同社会制
度、文化背景、发展阶段国家互利共赢的典范。中
意两国牢固的传统友谊历久弥新，成为双边关系快
速稳定发展的坚实支柱。

——中意友谊扎根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之中。两千
多年交往史为中意两国培育了互尊互鉴、互信互谅的
共通理念，成为两国传统友谊长续永存、不断巩固的
保障。面对当今世界的变革和挑战，两国从历史沧桑
中汲取宝贵经验，共同畅想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
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愿景。

——中意友谊凝结在深厚的战略互信之中。两国领
导人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
2004 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发挥高层
交往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事关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坚定支持，成为确保中意关系长期
稳定发展的坚实后盾。

——中意友谊体现在丰富的务实合作之中。中意互
为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两国利益深度交融。2018 年，

双边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00亿美
元。“意大利制造”是高品质产品的代名词，意大利时
装、家具广受中国消费者青睐，比萨饼、提拉米苏为青
少年所喜爱。两国在卫星、载人航天等领域合作喜报频
传，中意科技创新合作周、警务联合巡逻、足球培训等
活动受到两国人民热烈欢迎。

——中意友谊传承于密切的文化交流之中。中意两
国人民对研习对方文化抱有浓厚兴趣。中国一位教授在
古稀之年开始翻译但丁的 《神曲》，几易其稿，历时 18
载，在临终病榻上最终完成。意大利汉学家层出不穷，
为中欧交往架起桥梁。从编写西方第一部中文语法书的
卫匡国，到撰写 《意大利与中国》 的白佐良和马西尼，
助力亚平宁半岛上的“汉学热”长盛不衰。

意大利著名作家莫拉维亚写道：“友谊不是偶然的选
择，而是志同道合的结果。”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不遇之
大变局。把中意关系提高到新的更高水平，共同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愿
通过这次访问，同意大利领导人一道擘画中意关系蓝
图，引领中意关系进入新时代。

我们愿同意方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密切高层交
往，加强政府、议会、政党、地方各级别合作，强化
政策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和战略对接，继续相互理解
和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夯实双边关系政治
基础。

我们愿同意方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两国“一带一
路”合作的历史、文化、区位等优势，把“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建设同意大利“北方港口建设计划”、“投资意
大利计划”等对接，在海上、陆地、航空、航天、文化
等多个维度打造新时期的“一带一路”。

我们愿同意方拓宽务实合作领域。中国将扩大对外
开放，通过每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方式，同包
括意大利在内的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市场机遇。双方可以
深入挖掘在港口物流、船舶运输、能源、电信、医药等
领域合作潜力，鼓励两国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实
现互利多赢。

我们愿同意方密切人文交流。作为两个拥有最多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的国家，中意拥有丰富的文
化和旅游资源。双方要加强两国世界遗产地结好，鼓励
两国文化机构和个人互办高水平文物和艺术展，联合拍
摄影视作品，加强语言教学，促进人员往来，为世界文
明多样性和不同文化交流互鉴作出新贡献。

我们愿同意方加强国际事务和多边组织内的协调。
中方愿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欧会议、世界贸易组
织等框架内，同意方加强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联合
国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和配
合，维护共同利益，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回首 50 年，中意关系深耕厚植、硕果累累。展望
新时期，中意合作欣欣向荣、前景广阔。中国人民期
待着同友好的意大利人民携手努力，为两国关系发展
培育更加艳丽的花朵，让中意友谊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活力。

习近平在意大利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东西交往传佳话 中意友谊续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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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向网络强国的征程上稳步前进
——写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成立一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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