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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日给云南省贡山县独龙
江乡群众回信，祝贺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勉励乡亲
们为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继续团结奋斗。

习近平表示，你们乡党委来信说，去年独龙族实
现了整族脱贫，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得知这个消
息，我很高兴，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日子，是我一
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
立后，独龙族告别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进入新时
代，独龙族摆脱了长期存在的贫困状况。这生动说
明，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
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习近平强调，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
后头。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同心协力建
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
明天！（回信全文另发）

独龙族是我国 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也是新中
国成立初期一个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社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
乡。当地地处深山峡谷，自然条件恶劣，一直是云南
乃至全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2018 年，独龙江乡 6
个行政村整体脱贫，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当地群众
委托乡党委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独龙族实现整
族脱贫的喜讯，表达了继续坚定信心跟党走、为建设
好家乡同心奋斗的决心。

据新华社成都4月11日电（记者陈菲）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8日至11日率
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四川检查水污染防治法
实施情况。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落实法定领导责任、工作责任、监管责任、
执法责任，用法律武器治理水污染、保护水生态，筑牢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伍岳）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1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

赵乐际表示，中新是友好邻邦。2015年习近平主席
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确立了与时俱进的全方位
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双方在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积

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金融支撑、三方合
作等三个平台建设，打造“陆海新通道”和第三方市场合
作两大亮点，为中新全方位合作增添了新内涵。“一带一
路”给中新关系带来重大机遇，中方愿同新方一道，在经
贸、金融、执法安全、社会治理、人才培训、反腐败等领域
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新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潘洁）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11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

韩正表示，中美建交 40 年来，两国关系经历各
种考验，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拥有广泛利益、肩负

着重要责任。要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指引下，推
动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方愿意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愿意与保尔森基
金会共同努力，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进一步拓宽合作
领域。

这几天，一份硬核联合声明引起国际社
会广泛关注，那就是《第二十一次中国—欧
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一公
布，一些原来认为中欧不可能达成共识的
西方人士和外媒被打了脸。海内外媒体普
遍认为，中欧发表联合声明传递了团结的
信号，展示了共识。

中欧联合声明刚刚发表，当地时间4月
9日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抵达萨格勒布
开始对克罗地亚进行正式访问，并将赴杜
布罗夫尼克出席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
领导人 （“16+1”） 会晤。同日，李克强
总理在克罗地亚《晨报》《晚报》等主流媒
体发表题为《多彩的国度 广阔的前景》的
署名文章。文章写到：“17个多彩的国家在
一起，颜色比彩虹还丰富。如果我们搭起
一座跨越亚欧的彩虹之桥，我们未来合作
的前景会有多么美好！”

彩虹之桥，连接着亚欧大陆东西两端
的中国和欧洲。怎么看这座桥？怎么建这
座桥？

首先，这是一座连接中国和中东欧 16
个国家的彩虹桥。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
领导人会晤 （“16+1”） 2012 年 4 月在波
兰华沙举行。此后，这一会晤先后于罗马
尼亚布加勒斯特、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中国苏州、拉脱维亚里加、匈牙利布达佩
斯和保加利亚索非亚举行。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启动 7 年来，得到中东欧 16 国的
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中东欧地区是连接
亚欧大陆的重要纽带，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传统友谊深厚，合作历史悠久。通过这座
彩虹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已构建起
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格局。

其次，这是一座增进中欧团结、共识

的彩虹桥。当前国际形势下，中欧作为维
护世界和平、繁荣与发展的两大重要力
量，应携手合作，扩大共同利益。近期，
中欧之间积极信号不断。3 月 18 日，中国
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布鲁塞尔提出中欧十大
共识，欧方表示一致赞同。3 月 21 日至 26
日，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意大利、摩纳哥、
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国同意大利、
摩纳哥、法国关系迈上新的征程，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在亚欧大陆开辟新的空
间，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
力。4月8日至12日，李克强总理赴布鲁塞
尔举行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
晤、赴克罗地亚举行第八次中国－中东欧

国家领导人会晤并正式访问克罗地亚。中
欧之间的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多于分
歧。要把凝聚共识的彩虹桥建设得更好，
中欧双方应该扎实推进务实合作，取得更
多实实在在的成果，更好惠及双方人民。

最后，这是一座“一带一路”倡议与
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的彩虹桥。3 月下
旬，中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
备忘录，为亚欧互联互通建设、为拓展

“一带一路”全球合作增添新的动力。一段
时间以来，中法双方统筹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和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积极进
展。中、法、德及欧盟领导人在巴黎会晤
时也就共建“一带一路”进行了富有建设

性的讨论，各方都显示了积极姿态。第二
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时，双方达
成共识，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
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目前，中东
欧 16国全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
这座彩虹桥，欧洲对“一带一路”热情渐
涨。中欧双方应共同发力，把“一带一
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
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见过还想见。
中欧近期的一系列外交互动，给中欧搭起
一座跨越亚欧的彩虹桥。这是一座通向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彩虹桥。

（作者为本报副总编辑）

习近平的回信

搭起一座跨越亚欧的彩虹桥
■ 李建兴

回信勉励云南贡山独龙族群众

习近平：脱贫只是第一步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的乡亲们：

你们好！你们乡党委来信说，去年独龙族实现
了整族脱贫，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得知这个消
息，我很高兴，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直以来的心
愿，也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独
龙族告别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进入新时代，独
龙族摆脱了长期存在的贫困状况。这生动说明，有
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人民

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希

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同心协力建设好
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
明天！

习近平

2019年4月10日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栗战书在四川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

赵乐际会见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

韩正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

连 日 来 ，
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
州雷山县西江
千 户 苗 寨 ，树
木 吐 绿 ，春 意
盎 然 ，吸 引 不
少游客前来观
光游玩。图为 4
月 11 日，游客
在雷山县西江
千户苗寨景区
内拍照留念。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春至苗寨游人多春至苗寨游人多
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4月

11日电 （记者白阳、叶琦） 当地时
间4月1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陪同下，
来到克罗地亚南部的佩列沙茨半岛，
考察中国企业中标承建的佩列沙茨大
桥项目。

李克强和普连科维奇冒着风雨乘
船并驱车前往大桥项目施工现场。途
中，两国领导人一直听取双方企业负
责人介绍项目情况。

佩列沙茨大桥项目是中克建交以
来规模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大桥设计总长2440米，建成后将横
跨亚得里亚海小斯通湾，连接隔海相
望的克罗地亚领土。工程造价的85%由
欧盟基金承担。中国路桥公司牵头的
中国企业联合体经过公开竞争于2018
年中标并开工，项目进展顺利。

李克强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施工
成本、建筑材料、环保标准、建设工
期等情况，并同中克企业负责人互动
交流。李克强表示，祝贺克方选择了
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改革开放四
十多年，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大桥建设中将
坚持高水平、高质量、高标准。两国
总理还探讨了中克开展新的基础设施
建设合作的前景。

两国总理抵达大桥项目施工现场
并发表致辞。

李克强表示，佩列沙茨大桥项目
是中国企业公开投标、公平竞争获得
的项目，遵循市场原则、遵守欧盟规
则。这是一座友谊之桥，不仅连接海
湾两岸，而且承载着两国人民的友
谊，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
展。这是一座民生之桥，将有利于人

流、物流畅通，便利当地
居民的生活，有力促进克
罗地亚经济社会发展和民
生改善。这也是一座合作
之桥，是中国、克罗地亚、
欧盟开展三方市场合作的典
范项目。中国企业将用最好
的装备和技术，建成高质
量的大桥。

李克强强调，中国承建
企业一定要履行合同要求的
所有条件，把大桥打造成精
品工程，确保如期完工，经
得起任何风雨的考验，使克
民众早日享受这座大桥带来
的便利和福祉。

普连科维奇总理表示，
佩列沙茨大桥项目是克中开
展的基础设施大项目，是两
国友谊与合作的象征。克当
地人民对这座大桥期待了多
年，最终在中国朋友帮助
下，让梦想变为现实。大桥
项目招标过程坚持公开、公
平、透明的原则，中国企业
以最可信的实力中标，相信
一定会如期完工。大桥建成
后将极大便利克民众出行，

有力促进当地发展，也将为中国企业
开辟新的市场提供机遇，对欧中务实
合作发挥示范性作用。

随后，两国总理共同按下按钮，
启动打桩机为主桥墩打桩，并为大桥
一期工程完工纪念牌揭牌。两国总理
还与现场施工技术人员亲切互动交
流。李克强嘱咐说，既要保证建筑质
量，也要确保施工安全。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全国
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何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李克强当地时间4月10日下午乘
专机抵达杜布罗夫尼克。李克强总理
夫人程虹、王毅、何立峰等陪同人员
同机抵达。

在杜布罗夫尼克期间，李克强还
将出席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
人会晤等活动。

李克强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
共 同 考 察 佩 列 沙 茨 大 桥 项 目

当地时间4月1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陪同下，来
到克罗地亚南部的佩列沙茨半岛，考察中国企业中标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项目。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