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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相继访问欧洲，意大利成为第
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
忘录的G7国家，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
合声明发表，重申务实推进中欧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这让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很感

“意外”。此前，它们推测，同为西方阵
营，欧洲可能会选择继续站队美国，从而
给中欧关系带来一些麻烦。

中欧重申共识、加强合作，这很意外
吗？其实并不意外。

事实已经表明，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欧洲在对华政策上，理性的选择不是对抗
和冲突，而是对话与合作。欧洲不应成为
中国和平崛起的遏制力量，而应务实地成
为中国发展的利益攸关方。中欧重申共
识、加强合作，这是欧洲从战略高度作出
的理性选择，也是全球大势助推中欧关系

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对欧洲真诚交往、
互利共赢的重大成果。

欧洲对华政策的理性选择，源于对中
欧利益关系的客观认知。中国是欧洲对外
人员与经济往来最频繁的全球经济体之
一，中欧双向人员往来每年已接近800万人
次，欧盟连续 15 年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则多年保持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地
位。2020 年若中欧投资协定能按计划签
署，中欧之间双向投资还将出现井喷式增
长。当下欧洲的有识之士已发现，中欧关

系是利益相互依存度极高的全球经济体。
更多的中欧合作，会更多地造福于双方政
府、社会、企业与民众的实际利益。

欧洲对华政策的合作趋向，源于对全
球发展大势的价值共识。中欧都是经济全
球化、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实
践者与贡献者。中欧都反对保护主义、极
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中欧都认
为全球的未来要减少不确定性，避免动
荡，防范危机。中欧也都坚定支持以国际
规则为基础，以现行国际贸易、金融与投

资体系为基本框架进行建设性改革。中欧
通过多年的磨合与沟通，都认同求同存
异，发展优先，稳定为重，合作共赢。

欧洲对华政策的务实立场，源于中国
对欧外交的友善姿态。多年来中国一直以
平等协商方式化解中欧分歧，不支持欧洲
分裂，不寻求对欧冲突，不愿意对欧“经
贸战”，而是尊重欧洲，将欧洲视为一支重
要的全球战略力量，与欧洲携手推进国际
关系民主化，真诚地与欧洲一起推动世界
增长、完善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维

护伊核协议、坚持反恐斗争。欧洲政界、
商界、知识界逐渐发现，与欧洲始终站在
一个战壕的，似乎并不来自北大西洋的彼
岸，而是来自亚欧大陆的东端。

利益认知、价值共识、务实立场，令
中欧能够越走越近，将使国际舆论中那些
质疑中欧合作的声音逐渐散去。有理由相
信，中欧务实合作正在推动世界“前所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

意外吗？其实并不意外
■ 王 文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4月 12 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祝贺他再次被推举为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习近平表示，你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十

四届一次会议上再次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体现了朝鲜
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和拥护。我谨向你致以热
烈的祝贺和诚挚的祝愿。我们高兴地看到，近

年来，在委员长同志领导下，朝鲜经济社会发
展不断取得新成果，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历
史阶段。我相信，在委员长同志确定的新战略
路线指引下，朝鲜人民一定会在国家建设与发

展的各项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

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
系。去年以来，我同委员长同志四次会晤，

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掀开了中朝关系
新的篇章。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以两国
建交7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向
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电贺金正恩再次就任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习近平：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委员长会议 12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次会议4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法官法修订草案、检察官法修订草案、证券
法修订草案、民法典物权编草案、民法典人格权编草

案、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疫苗管理法草案；审议国
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建筑法等 9 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的
议案。

委员长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19年度工
作要点和立法、监督工作计划，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五年规划。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十三届全国政协第二十
次双周协商座谈会 12 日在京召开，围绕“加强幼教师
资培养”建言资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幼儿教师承担着
保育和教育的双重职能，关系亿万儿童健康成长，关
系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要深刻认识加强幼教师资

培养的重大意义，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学前教育
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所育
的美好期盼。

12位委员围绕幼儿教师的培养体系、资格准入、编
制待遇、法制保障等建言资政。近30位委员在全国政协
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踊跃发言。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全国绿化委员会全体会
议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决策部署，研究部署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国土绿化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全国绿化委员会主任韩正出席会议

并讲话。
韩正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认真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把国土绿化工作做深做实，加快形成科学合理的国
土绿化事业发展新格局。

栗战书主持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栗战书主持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

汪洋主持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

韩正出席全国绿化委员会全体会议

校园足球操展活力校园足球操展活力

李克强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4月12日，河北省遵化市第二中学的500名学生，在校园运动场进行足球操表演。学生们协调
的动作、整齐的队列、流动的身影，展现了青春的活力。 刘满仓摄 （人民视觉）

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4月
12日电 （记者白阳、叶琦） 当地时
间4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
布罗夫尼克出席第八次中国－中东欧
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东欧 16 国领导
人与会。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主
持。会议欢迎希腊作为正式成员加入

“16+1 合作”。欧盟、奥地利、白俄
罗斯、瑞士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作为
观察员派员与会。

李克强在致辞中积极评价“16+
1合作”过去一年取得的成就。他表
示，习近平主席前不久成功访问欧洲
三国，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
发展注入新动力。日前，第二十一次
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成功举行，中
欧双方发表了内容丰富的联合声明。

“16+1 合作”是中欧关系的组成部
分，有利于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和中
欧关系发展。

李克强指出，“16+1合作”坚持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秉持开放
包容精神，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和欧盟
法律法规，尊重 16 国当中欧盟成员
国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坚持贸
易与投资并重、经济与人文结合，不
仅推动了相互之间的共同发展，也促

进了欧洲的均衡发展，成为中欧全方
位合作的重要支柱。

李克强表示，本次会晤以“搭
建 开 放 、 创 新 、 伙 伴 之 桥 ” 为 主
题 ， 我 们 要 让 开 放 之 桥 越 来 越 宽
广，创新之桥越来越畅通，伙伴之
桥越来越牢固。

李克强就“16+1 合作”下一步
发展提出建议：

——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
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等基本
原则，坚持贸易自由化方向。

——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中方
愿进口更多中东欧特色优质农产品，
为中东欧优质农产品输华提供便利。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我们愿同中东欧乃至欧洲国家加
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商共建共享，更
好发挥互补优势，实现合作共赢、共
同繁荣。

——大力拓展创新合作。中方
愿与 16 国政府开展联合研究，扩大
科技交流，培育创新合作增长点。
共同维护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市
场环境。

——持续推动中小企业和产业园
区建设合作。我们举行“16+1”中

小 企 业 跨 境 对 接
会，启动“16+1 中
小 企 业 协 调 机 制 ”
网站，希望取得更
多合作成果。

——深入开展人
文交流合作。以举办

“16+1教育、青年交
流年”为契机，加强
高校交流合作，增进
青年间相互了解和友
好情谊。

李克强宣布，中
方将于明 年 在 华 举
办 第 九 次 “16 + 1”
领导人会晤，期待
各国领导人来华与
会，共同描绘“16+
1 合作”未来发展新
蓝图。

与会中东欧国家
领导人表示，“16+1
合作”机制成立以

来，中东欧国家同中国的务实合作成
果显著，政治互信不断增强，贸易投
资快速增长，教育、旅游、文化各领
域合作不断深入，合作范围越来越
广，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已
经成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重要跨
区域合作平台，不仅推动了各自经济
增长，增进了各国民众福祉，也有力
促进了欧中整体关系。各方愿以本次
会晤为契机，全力支持“16+1”项
目的落实，进一步推进互联互通和基
础设施建设，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不断扩大贸易规模，共同维护
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密切人员往
来，扩大在地方、旅游、卫生、体
育、智库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意
基础，推进双方伙伴关系发展，促进
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会晤后，中国同中东欧16国共同
发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杜布罗
夫尼克纲要》。各国领导人共同见证双
方各领域10余项合作协议的签署。

王毅、何立峰参加有关活动。
当地时间4月11日晚，李克强与

中东欧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克罗地
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在杜布罗夫尼克老
城举行的欢迎活动。

我国一季度进出口总值超7万亿元

中国成全球贸易运行“稳定器”
（详细报道见第三版）

当地时间4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出席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
人会晤。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