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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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中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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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晤后，同东道国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共同会见记者。

双方积极评价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16+1 合
作”） 取得的新进展，一致认为本次会晤高效务实，成
果丰硕，取得圆满成功。会晤通过了 《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杜布罗夫尼克纲要》，为“16+1合作”未来发展指
明方向。各方欢迎希腊成为“16+1合作”正式成员，这
充分展现出“16+1合作”的蓬勃生机和活力。

李克强表示，面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各方要共同
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作为跨区域合作平台，“16+1
合作”是中欧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日前结
束的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发表联合声明，
双方承诺相互给予更加广泛、更加便利、非歧视的市场
准入。“16+1”各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
则，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和市场化原则推进合作项目，遵
循欧盟法律和规则，为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和中
欧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王毅、何立峰参加活动。

李克强与克罗地亚总理共同会见记者李克强与克罗地亚总理共同会见记者

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 4月 12日电 （记者白
阳、叶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下午在
杜布罗夫尼克会见立陶宛总理斯克韦尔内利斯。

李克强表示，中立两国关系友好，建交以来双边关
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政治互信牢固，合作前景广阔。
双方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深入对接发展战
略，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继续按照市场化原
则、欧盟规则推进双边合作，扩大进口立陶宛有竞争优
势的产品，密切各层级交流，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斯克韦尔内利斯表示，立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双
方高层交往密切，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
系框架下合作良好。立方希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拓展在
金融、基础设施、人文领域交流合作，扩大对华出口优
势农畜产品，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 4月 12日电 （记者白

阳、叶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下午在
杜布罗夫尼克会见爱沙尼亚总理拉塔斯。

李克强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爱关系呈现蓬勃
发展势头，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合作前景广阔。两国通过
多种渠道保持密切交往，并利用“16+1合作”平台全面推进
双边关系与合作。我们愿同爱方加强电子商务、教育、创
新、数字经济合作，扩大进口中国消费者喜爱的爱沙尼亚
农畜产品和海产品，共同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拉塔斯表示，爱中双边关系紧密，发展良好并不断
得到拓展和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赴爱旅游，双方
人文交流密切。爱方愿以双方此次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
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双方在农业、人工智能、5G等领域
务实合作，密切在多边领域沟通协调。

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 4月 12日电 （记者白

阳、叶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下午在

杜布罗夫尼克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匈建交 70周年，两国双边关

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匈方保持高层密切交
往，巩固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更多进展。加强
两国经济联委会的沟通协作。稳步推进两国包括匈塞铁
路 （匈段） 在内的大项目合作。欢迎匈农产品在内的优
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通过公开
投标赴匈投资兴业。支持更多中国公民赴匈旅游，扩大
人文、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互鉴，夯实两国民意基础。

欧尔班表示，今年我们将共同庆祝两国建交 70 周
年。匈方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加快落实包括匈
塞铁路 （匈段） 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强对接农
业、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期待制定匈中未来合作发展规
划，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匈方乐见欧中关系顺利向
前发展，将继续为此作出努力。

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 4月 12日电 （记者白

阳、叶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下午在
杜布罗夫尼克会见北马其顿总理扎埃夫。

李克强表示，中方同北马其顿相互尊重、相互信
任，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良好。我们愿将“一
带一路”倡议与贵国发展战略对接。高速公路项目是双
方合作标志性项目，对促进北马其顿经济社会发展和地
区互联互通意义重大。我们愿同北马其顿紧密协作，推
动交通基建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希北马其顿能为公路建
设顺利推进提供便利。

扎埃夫表示，北马其顿同中方关系与合作良好，高
层交往密切。“16+1合作”有力助推了北马其顿经济社会
发展，互联互通项目产生积极辐射带动作用，北马其顿
从中获益。北马其顿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能源、
农业、基础设施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李克强分别会见立陶宛总理、爱沙尼
亚总理、匈牙利总理、北马其顿总理
李克强分别会见立陶宛总理、爱沙尼
亚总理、匈牙利总理、北马其顿总理

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4月12日电（记者白
阳、叶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下午
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黑山总理马尔科维奇。

李克强表示，中国同黑山保持传统友好关系，政
治互信深厚。中方愿同黑方在经贸、投资、清洁能源
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鼓励两国企业按
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商谈对接。希望促进双方各领域合
作不断取得积极成果，共同推动两国友好与合作进一
步发展。

马尔科维奇表示，黑中关系友好，当前两国关系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黑方希望同中方继续在交通基础
设施、产业、绿色能源等领域加强对接与合作。黑方
积极参与中东欧国家同中国的务实合作，期待推动两
国关系进一步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4月12日电（记者白

阳、叶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下午
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波黑部长会议主席兹维兹迪奇。

李克强表示，中国同波黑关系良好。双方优势互补，
合作潜力巨大。我们愿同波黑推进全方位合作，分享发
展经验，探讨合作新模式，运用好市场规则，确保双方的
合作项目可持续。加强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
作，共同推动两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间的合作。中方
欢迎更多波黑适销对路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兹维兹迪奇表示，波黑高度珍视同中国的关系，
双方在经济、文化、教育等诸领域合作进展顺利。

“16+1合作”是一个重要平台，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波黑希增加对华出口优势农产品，加强
科技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工制造领域合作，实现
更多互利共赢。

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4月12日电（记者白

阳、叶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下午
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罗马尼亚总理登奇勒。

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罗建交 70周年。中方愿同
罗方共同努力，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推动双
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加强核能、重大项目、金融、农
业、中医药等领域的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通
过开放、透明的方式参与罗方的项目招标。扩大进口
罗方优质农产品。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加
强同罗方的合作，推动务实合作项目取得积极成果，
为中欧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

登奇勒表示，今年罗中两国庆祝建交 70周年。罗
方希望双方保持高层对话，积极推进经贸、投资、基
础设施建设、农业、中医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
两国关系继续向前迈进。罗马尼亚作为今年欧盟轮值
主席国，愿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欧中关系发展。

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李克强分别会见黑山总理、波黑
部长会议主席、罗马尼亚总理

扫
码
阅
读

李克强在第九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的致辞
（全文见海外网，链接为：http：//news.haiwainet.cn/n/2019/0414/c3541083-31536575.html）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杜布罗夫尼克纲要
（全文见海外网，链接为：http://news.haiwainet.cn/n/2019/0414/c3541083-31536574.html）（全文见海外网，链接为：http://news.haiwainet.cn/n/2019/0414/c3541083-315365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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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当地时间4月12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立陶宛总理斯克韦尔内利斯。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左下图：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下午，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右上图：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下午，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爱沙尼亚总理拉塔斯。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右下图：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下午，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北马其顿总理扎埃夫。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上图：当地时间4月12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黑山总理马尔科维奇。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中图：当地时间4月12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波黑部长会议主席兹维兹迪奇。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下图：当地时间4月12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罗马尼亚总理登奇勒。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新华社哈瓦那4月13日电（记者朱婉君） 第13届哈
瓦那双年展中国艺术家主题联展“面向未来”13日晚在
古巴哈瓦那阿莉西亚·阿隆索大剧院开幕。这是中国首次
以艺术家主题联展的方式参加哈瓦那双年展，吸引了众
多古巴民众前来参观。

中国艺术家主题联展策展人张思永介绍说，中国拥有
庞大的艺术创作群体和丰富的作品，此次共有10名中国青
年艺术家的20件（套）绘画、雕塑、影像和装置作品参展，从
不同角度展现中国现代艺术活力和中国文化魅力。

中国驻古巴大使陈曦说，此次主题联展是中国当代
艺术在古巴首次集中亮相，为进一步推动两国在文化领
域的互学互鉴与合作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希望此次展
览能向更多古巴民众呈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为他们提供感知今日中国的新视角，增进两国人民的互
相了解和友谊。

哈瓦那双年展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重要的艺术盛
会。本届双年展将持续至 5 月 12 日，主题是“构建一切
可能”。

新华社美国波士顿4月12日电 （记者刘晨、刘阳）
第22届哈佛中国论坛12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开幕。中美政
商学界人士以对话形式探讨中国未来发展等议题。

在当晚举行的开幕式上，多位嘉宾在致辞中聚焦中
美关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 （英
文名迈克尔·瑟尼） 表示，美中关系并不是单一、抽象的
关系，而是多层次、实实在在的关系，建立在人与人交
流的基础上。美中间仍需增加交流，以避免误读。

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说，他
对美中关系的长远发展持乐观态度。他指出，在应对金
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及流行性疾病等全球性问

题上，美中两国的携手合作必不可少。
哈佛中国论坛联席副主席李家荣介绍说，今年的

论坛以“同世界、共命运”为主题，希望在近年全球
挑战升级的大背景下，论坛能为各界人士提供一个对
话交流的平台，从而增进外界对中国的了解、促进各
方合作。

哈佛中国论坛成立于 1998年，邀请政商学界资深人
士探讨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为中国发展建言。本届
论坛为期 3 天，共设 11 个分论坛，讨论议题包括搭建中
美对话桥梁、中国企业国际化管理、中国教育国际化、
新娱乐模式等。

逾95万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逾95万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

中国艺术家主题联展亮相哈瓦那中国艺术家主题联展亮相哈瓦那

探讨中国未来发展

第 22 届 哈 佛 中 国 论 坛 开 幕

新华社深圳4月14日电（记者李晓玲、王丰） 中国
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才创新创业的理想栖息地。2018
年中国累计发放外国人才工作许可证 33.6 万份，在中国
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经超过95万人。

这是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14日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
才交流大会上介绍的。王志刚表示，科技交流合作最重
要的是人员的交流合作，当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加渴求人才。近年来，中国通过更加务实的人才引进
政策，对外国人才来华签证、居住，进一步放宽条件，
简化程序，解决引进人才的社会保障、户籍、子女教育

等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是科技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推动更

广泛创新合作的贡献者、引领者。据了解，近年来中国
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努力构建平等合作、互利共
赢的创新共同体。目前，中国已经与160个国家建立了科
技合作关系，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114项，人才交流协议
346项，参加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超过200个。中国还积
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等一系列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
科学工程，努力在全球科学进步和创新发展中贡献中国
的智慧和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