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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属于世界”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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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伊两国都是文明古国，拥有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
作出重要贡献。千百年来，两国人民
借古丝绸之路互通有无，友好交往
源 远 流 长 。 建 交 以 来 ， 双 方 在 政
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友好合作关
系不断发展。

——习近平

成绩单
2019 年 4 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和

伊朗塔巴塔巴伊大学联合成立的中国
研究中心在德黑兰举行揭牌仪式，这
是伊朗成立的首家专门研究中国的机
构。两所大学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在塔巴塔巴伊大学成立伊朗首家
中国研究中心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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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① ： 2019
年 2 月 15 日，在希腊
比雷埃夫斯港，“中远海运
双鱼座”轮进港。

新华社记者 于帅帅摄
图②：在埃及泰达工业园区，埃及

工人在中国巨石埃及玻璃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 孟 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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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2019
年 3 月 27 日，在老

挝南欧江一级水电
站附近的惠楼新村，几

名儿童在一起玩耍。南欧
江梯级水电站项目是中国电

建在海外首个全流域整体规划
和BOT投资开发的项目。

新华社记者 王婧嫱摄
图④：2019 年 4 月 5 日，中国

企业在俄罗斯承建的首条地铁隧
道贯通。 叶甫盖尼·西尼岑摄

（新华社发）

600多年前，中国航海家郑和七次远
洋航海，五次驻节马六甲，成为中马友好
交往史上一段佳话。抚今追昔，中国将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讲信修睦，致
力于同马来西亚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
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
斗目标。马来西亚正朝着“2020宏愿”的
目标迈进。两国有广泛共同利益、相似
发展进程，互利合作前景广阔。

——习近平

成绩单
2018 年中马双边贸易

额为 1086.3 亿美元，同
比增长13%，中国连续

10 年成为马来西亚
最大贸易伙伴。

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下合作，对蒙方提出的草原之路倡议持积极和开
放态度。双方可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新的平台上加强合作，共同发展，共同受益。

“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
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
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
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
快，众行远”。我多次讲，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
的合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
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

——习近平

成绩单
“一带一路”建设让蒙古有了第一座交互式

立交桥、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个现代化残疾
儿童发展中心等。

我们要建设增长繁荣之桥，把中欧两
大市场连接起来。中国和欧盟经济总量占
世界三分之一，是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
体。我们要共同坚持市场开放，加快投资
协定谈判，积极探讨自由贸易区建设，努
力实现到 2020 年双方贸易额达到 10000 亿
美元的宏伟目标。我们还要积极探讨把中
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以
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人
员、企业、资金、技术活起来、火起来，使中国
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习近平

成绩单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推进，比

利时列日机场货运规模不断扩大，目前货
运量已跻身世界前30位。

南亚地处“一带一路”海陆交汇
之处，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方向和合作伙伴。中巴经济走廊和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关
联紧密，进展顺利。两大走廊建设将
有力促进有关国家经济增长，并为深
化南亚区域合作提供新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

成绩单
中巴经济走廊在巴基斯坦完成和

在建的项目已经多达 22 个：瓜达尔
港运营步入正轨，自由贸易区开园营
业，30 多家中巴企业入驻；一批大
型燃煤电站和新能源项目投产运营，
有效缓解了当地电力短缺；首个产业
园区拉沙卡伊工业园也将动工。

2010 年，中柬两国建立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双边关系进入新时期。
两国在国家发展理念上高度契合，一致
同意加快“一带一路”倡议和“四角”
战略对接。近年来，双边贸易和双向投
资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中国已经连续3
年是柬埔寨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
资来源国，2015 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44
亿美元。

——习近平

成绩单
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两国“一

带一路”合作丰硕成果的证明；中企
投资建设的金边至西哈努克港高速公
路项目将成为促进柬埔寨经济转型
的动力；两国在能力建设、知识分
享和人才培养方面也正朝着积极方
向迈进。

中国和孟加拉国同为人口大国和发展中
国家，国情民情相似，发展目标契合。“金色
孟加拉”梦想所展现的孟加拉国人民强国富
民之梦，同中国人民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相通相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为两国合作共赢提供了新的机遇。
无论就地理位置、人口规模而言，还是从市
场潜力、合作空间来看，孟加拉国都是中国
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开展“一带一路”建设
和产能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

——习近平

成绩单
2018 年，达卡专区的帕德玛巴瑞村在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批项目资金支持下实
现电力接入，结束了这个村自孟加拉国 1971
年独立后一直没有通电的历史。

中孟两国还在金融、电子商务等新经济
领域拓展了巨大合作空间。

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产业政策
沟通，规划好、运营好中阿共建“一带一
路”旗舰项目，促进中东海湾地区经济发
展。中方愿同阿方打造全方位、立体化能
源合作格局，深化投资和金融合作，拓展
创新合作。要加强安全合作，坚决反对一
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坚持民心相通，密
切人文交流，加强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包
容互鉴。中方支持实施好王储殿下发起的

“青年大使”访华项目，赞赏副总统兼总理
殿下推出的“拥抱中国”计划，愿同阿方
分享经验，共同将迪拜世博会办成一届令
人瞩目的盛会。

——习近平

成绩单
2019年，中建中东公司与韩国 SKE&C

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正式与阿联酋伊提哈德
铁路公司签署铁路设计和建设合同。

我们要积极开展发展战略对接。根据
我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中俄正在积极
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
接，已经取得重要早期收获。中方愿在这
一基础上同各方对接发展战略，加强政策
沟通和协调，形成合力，把握合作大方
向。我们要重点提升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促进
各国市场、资本、技术流动，优化资源配
置和产业结构，共同建设开放型区域经
济，努力构建东北亚经济圈。我们要大力
推动小多边合作、次区域合作。

——习近平

成绩单
2018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历史性突破了

1000 亿美元。2019 年两国务实合作将迎来
丰收之年，标志性项目就是“一管两桥”
的落成。

双方要以签署中葡政府间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契机，全面加强

“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促进互联互
通。双方要扩大务实合作，做大做强现有
项目，扩大双边贸易往来，营造更多合作
增长点。双方要密切人文交流，加快推进
里斯本中国文化中心筹建工作，加强教
育、广播影视等领域交流。双方要加强
多边协调，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上的沟通和配合，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
自由贸易。

——习近平

成绩单
“中葡科技 2030”伙伴关系谅解备忘

录、葡萄牙向中国出口食用葡萄的植物检
疫议定书签署；今年3月，首批葡萄牙出
口中国猪肉产品抵达天津，成为中葡“贸
易畅通”的新标志。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了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捷克是丝绸之路经
济带沿线重要国家，两国面临巨大发展机遇。

要加强优势对接，以经贸合作为重要抓
手，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内合作，
并共享合作成果。要探索经贸合作和商业模式
创新，加强金融、互联网经济、新能源、旅游
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共建工业和科技园
区，培育经贸发展新增长点。要发挥比较优
势 ， 开 展 国 际 产 能 合 作 ， 实 现 “ 中 国 制 造
2025”同“捷克工业4.0”有效对接。

——习近平

成绩单
目前，捷克和中国已开通4条直飞航线，旺

季时每周运营 20多班次航班，成为连接两国的
繁忙“空中走廊”。

两年前，我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提
出建设“一带一路”的设想。这是发展的倡
议、合作的倡议、开放的倡议，强调的是共
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目前，这
个倡议已经形成势头。

“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
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我们
欢迎周边国家参与到合作中来，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携手实现和平、发展、
合作的愿景。

——习近平

成绩单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是中新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以重庆为内陆连接点，向南达新加
坡等东南亚国家，利用铁路、水运等多种运
输方式打造国际陆海贸易通道。

双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沟
通配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内合作良好。中方愿同
塞方一道，乘势而上，将双边关系和两国
务实合作提高到更高水平，开创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的合作新局面。

——习近平

成绩单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塞合

作成果斐然。近6年来，中塞贸易额实现快
速增长，增幅达55.7%。中国赴塞游客大幅
增加，2018年已超 10万人。中资企业基建
项目合同总金额超过50亿美元。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让
塞尔维亚受益，也推动了巴尔干地区国家
的合作。

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
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两千多年
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
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
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
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
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习近平

成绩单
2018年中哈贸易额达198.8亿美元，同比增

长 10.4%；在中方支持下，奇姆肯特炼厂、阿
特劳炼厂完成升级改造。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
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
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

——习近平

成绩单
中国企业在印尼的投资项目主要

基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四大
经济走廊。中国企业参与的雅
加达至万隆的高铁、青山工
业园等项目吸收了大量本
地 劳 动 力 ，是 两 国 在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下
合作的良好开端。

我们要做同舟共济、携手同行的合
作伙伴。中方愿同沙方加强多边领域合
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
展。为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
中方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我们希望并相
信地处“一带一路”西端交汇地带的沙
特将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者、
建设者、受益者。

——习近平

成绩单
中石化与沙特阿美合资建设的延布

炼厂，是中国在沙特最大的投资项目，
总投资近1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一流的全
转化出口炼厂，生产的汽柴油质量可以
满足美国标准和欧五标准。

中方倡导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同
白方分享发展经验，并努力使自身发展更
好惠及白俄罗斯人民。中方欢迎白方发挥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参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将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
白俄罗斯投资兴业，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
继续给予白方经济支持和援助。

——习近平

成绩单
中白工业园成为中国企业建设的最大

海外工业园区，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和示范工程，目前已有
来自多国的40多家企业入园。

数十条中欧班列途经白俄罗斯，2018
年经过白俄罗斯的运输集装箱 33.9 万个，
连起欧亚大陆两端的供给与需求。

我去年访问中亚期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上海合
作组织各成员国高度关注和热情回应。对此，
我深受鼓舞，也深表感谢。目前，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正进入务实合作新阶段，中方制定的
规划基本成形。欢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
察员国、对话伙伴积极参与，共商大计、共建
项目、共享收益，共同创新区域合作和南南合
作模式，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地区互联互通和新
型工业化进程。

——习近平

成绩单
塔吉克斯坦出口创汇第一大企业是中企投

资的中泰（丹加拉）新丝路纺织产业有限公司；中
企投资兴建的华新水泥厂改变了塔水泥依赖进
口的局面，使塔一跃成为水泥出口国。

中方珍视同波兰的传统友谊，愿同波方
一道，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深入发展。双
方要增进互信，把握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方
向；要对接发展战略，将政治互信转化为可
持续的务实合作成果，希望以中欧班列为代
表的合作项目能够在双方共建“一带一路”
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推动中波互联互通和
产能合作；要深化经贸、金融、农业、高技
术领域合作，丰富双边关系内涵；要巩固友
好，全面推动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进一步采
取措施便利人员往来。

——习近平

成绩单
由中国平高集团承建的波兰科杰尼采变电

站扩建及改造项目2018年竣工，这是中国在欧
盟国家完工的首个输变电工程总承包项目。

“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
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中国拥有广阔市
场、充裕资金、先进技术、优势产能，提出
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而阿拉伯国家处于现代化进程关键阶
段，普遍把工业化作为促进发展、改善民
生、增加就业的重要选择。双方可以通过共
建“一带一路”，把各自发展战略对接起来，
深化和拓展能源、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
设、高技术等领域合作。

——习近平

成绩单
本班光伏产业园是埃及首个由中国企业

承建并参与融资的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于
2018 年 4 月开工建设，占地面积 37 平方公里，
有望成为世界最大光伏产业园之一。

我赞同总统先生提出的意中应该做
利益包容、共同发展的伙伴，中方愿同
意方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要强
化理念沟通，巩固政治互信，继续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
理解和支持，密切政府、立法机构、政
党交流合作。双方要打造合作亮点，携
手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和务实合作规划。中方愿进口更多意大
利优质产品，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资企
业赴意大利投资兴业。双方要密切人文
交流，加强文化、教育、影视、媒体等
领域交流合作，筑牢民心相通工程。

——习近平

成绩单
2019 年 3 月 23 日，中意签署政府间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
备忘录。

中老合作互补性很强，双方要稳步推
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确保中老铁路建设
顺利推进，拓展能源资源、电力、金融等
领域合作广度深度，加大教育、医疗、脱
贫等民生领域合作力度，让两国人民从中
老合作中多受益、早受益。要密切多边协
调和配合，继续在彼此关心的问题上相互
支持。

——习近平

成绩单
中老铁路北起两国边境磨憨－磨丁口

岸，南至万象，全长 400 多公里，总投资
近 400 亿元人民币，是第一个以中方为主
投资建设、共同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
连通的境外铁路项目；南欧江梯级水电站
项目是中国电建在老挝唯一获得全流域整
体规划和投资开发的项目，也是老挝国家
能源战略关键项目。

深化合作，构建利益融合新
格局。我们要继续把两国发展战
略紧密对接起来，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建设，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产
能、跨境经济合作区、农业等重
点领域合作取得实质进展，给两
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

——习近平

成绩单
中国企业承建的越南海阳燃

煤电厂、永新一期燃煤电厂等代
表中国水平的大型项目进展顺
利。越南海阳燃煤电厂计划总投
资 18.685亿美元，是截至合同签订
时中国在越南单笔投资金额最大
的项目。2018 年 11 月，越南海阳
燃煤电厂一期项目投入商业运营。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传统友谊源远流
长。早在两千多年前，两国人民就共同开
辟了伟大的丝绸之路，开启了中乌友好交
往、互学互鉴的历史。

——习近平

成绩单
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单线

电气化铁路全长169千米，其中穿越库拉米
山区的卡姆奇克隧道被称为“中亚第一铁
路隧道”，全长19.2公里，将乌兹别克斯坦
两部分国土连接在一起，改变了乌境内运
输需绕道他国的窘境。

“安格连—帕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是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乌最重要的合
作项目之一，受到两国领导人的高度关
注。项目全球招标时，欧美竞标公司给出
的施工期是 5 年，而中国公司仅用了 900
天，是世界隧道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