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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 24日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
致唁电，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

越南前国家主席黎德英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其家
属致以深切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黎德英同志为越南国家建设事业作

出了重大贡献，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他
的逝世使越南人民失去了一位卓越领导人，也使中国
人民失去了一位老朋友。

习近平表示，相信在阮富仲总书记、国家主席同
志坚强领导下，越南党、政府和人民必将化悲痛为力
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习 近 平 就 越 南 前 国 家 主 席 黎 德 英 逝 世
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致唁电
习 近 平 就 越 南 前 国 家 主 席 黎 德 英 逝 世
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致唁电

李克强分别会见缅甸国务资政，匈牙利总理，马来西亚总理，阿联酋副总统
兼总理，老挝人革党总书记、国家主席，菲律宾总统，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4月25日，举世瞩目的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一个
新亮点是首次举办“企业家大会”，由全国工商
联、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贸促会联合举办。

企业家大会吸引了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 900名中外代表、90家世界 500强企业
参与，更安排了一批涉及领域宽、覆盖国别广、
基础作用大、示范效应强、民生工程多的中外
企业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企业参与 成果丰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6 年
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成果如何？企业家
大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
云龙给出了一组数字——

6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过
6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额超过900亿美元；同沿线国家共同建设
82 个境外合作园区，上缴东道国税收 20 多亿
美元，为当地创造近30万个就业岗位。

数据背后，是无数企业的参与，其中，中国
民营企业是主力军。高云龙透露，2018年，中国
民企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超过
6000多亿美元；2017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
的274家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柬埔寨西哈
努克港经济特区”“泰国罗勇工业园区”等，都是
中国民企参与建设的合作园区典范。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则表示，到目
前为止，中央企业共承担“一带一路”建设
项目 3120 个，给世界带来了实打实的红利。
例如，中央企业海外分支机构，超过 85%的
员工都是本地招聘。仅中国建筑参与的巴基
斯坦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项目，就直接
给当地提供就业岗位 2.3 万个，为当地培养
2300多名管理和技术人员。

“工商界是‘一带一路’的参与者、贡献者
和主力军。举办企业家大会，契合各国企业深

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迫切愿望。”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高燕说，各方参与企
业家大会的热情极高，报名人数远超预期。

共建共享 机遇无限

在许多与会的中外企业家看来，“一带一
路”意味着无限机遇。

“毫无争议，‘一带一路’提出 6 年以来取
得了卓越进展，成为促进全球化的重要力

量。甚至可以说，它有可能成为‘全球化 2.0’
的起点——国家间各个层面的互联互通，可
以强有力地驱动贸易增长和发展。”企业家
大会上，渣打集团主席韦浩思高度评价“一
带一路”对全球化的正面促进作用。

韦浩思说，去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与中国间的贸易增速是 16%，比全球平均贸
易增速快了4倍，也超过中国与其他国家10%
幅度的贸易增长。在他看来，目前发达市场
呈现出明显的放缓态势，“一带一路”倡议则
可以帮助亚洲、非洲等新兴市场，使之成为
全球经济新的重要驱动力。

已在柬埔寨深耕12年的中国民企红豆集
团对此深有感触。该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周
海江表示，他们主导建设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
区，不仅给当地2.9万名员工提供了“金饭碗”，
而且为所在的西哈努克省贡献了50%的经济增
长率，使之成为柬埔寨经济增速最快地区。

“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首次召开

中国的倡议 世界的机遇
本报记者 申孟哲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王远）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李克强表示，中缅两国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
厚。中方十分重视发展中缅关系。昨天，习近平主席同
你举行会见。我们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
推动中缅关系继续稳定向前发展。中方坚定支持缅甸走
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缅甸政府为推动国内和
平与民族和解所作努力。明年将迎来中缅建交 70周年，
我们愿同缅方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缅甸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我们愿同
缅方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扩大
进口缅甸优质特色农畜产品。中方愿为缅甸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昂山素季表示，祝贺中方召开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相信“一带一路”合作会再创新高。缅中
关系良好，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的大力支持。我们愿以明年两国建交70周年为契机，
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实现互利共赢。

会见后，李克强和昂山素季共同见证了中缅多项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王远）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匈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中
匈两国不仅在传统经济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新业态、
新经济领域也有着广阔发展前景。两国中小企业创新活
力强劲，互补性强。我们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匈牙
利发展战略对接，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互利共
赢。很高兴得知中匈联营体中标匈塞铁路匈牙利段，这
是项目取得的关键进展。我们愿同匈方一道，推动项目
融资、建设过程符合国际化标准和公开、透明原则。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16+1合作”） 是一个务实合作
平台，有利于欧盟团结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我们愿同匈
方一道推动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促进中国－中东欧国家
以及中欧关系发展。

欧尔班表示，匈方高度赞赏长期以来中方为匈牙利
现代化发展发挥的积极作用，欢迎中国企业继续扩大在
匈投资兴业。匈方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倡议，这是推
进自由贸易的重要平台，匈方将继续积极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16+1合作”为促进中东欧国家发展及中欧关
系开辟了新的渠道，匈方愿同中方携手推动合作在新的
起点上取得更大发展。

会见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
签署。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李伟红）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李克强表示，中国和马来西亚同为本地区重要国家，
互为友好邻邦。两国关系长期友好，在双多边开展了一系
列富有成效的务实合作。今年适逢中马建交45周年，我们
愿同马方巩固政治互信，弘扬传统友谊，挖掘合作潜力，
扩大人文交流，推动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马方战略加强对接，按照国
际化、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推进双方贸易、投资等合作。
中方鼓励本国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赴马投资兴业，愿同
马方深化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领域合作，扩大
农业、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欢迎更多马来西亚优质农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中马同为重要发展中国家，我们愿同包括
马方在内的东盟国家持续深化区域合作，特别是加快推
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推动中
国－东盟关系和东亚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马哈蒂尔表示，马来西亚长期以来同中国友好，希
望这一友好关系继续发展下去。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
人口的大市场，马来西亚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愿在各
领域加强对华关系。马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欢迎
中国企业来马投资，愿同中方开展经贸、科技、农业等
领域的合作，这有利于促进马来西亚自身发展。

会见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
沿线开发、恢复“马来西亚城”项目、加强棕榈油贸易
等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李伟红）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

默德。
李克强表示，中国和阿联酋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建

交35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主席去
年成功访问阿联酋，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拥
有巨大市场潜力，欢迎阿方扩大对华投资。中方愿同阿
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全方位友好合作，加强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实现共同发展。

穆罕默德表示，阿方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两国各领
域合作发展势头强劲。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
持“一带一路”倡议，期待同中方夯实两国战略关系，
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李伟红）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老挝人革党总书记、国家
主席本扬。

李克强表示，中老两国山水相连，两党两国关系紧
密，始终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将同本扬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为两党两国关系
开辟新前景。近年来，两党两国紧密合作，成果持续显
现。我们愿同老方深入贯彻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
各项共识，继续巩固传统友谊，密切高层交往，持续增
进政治互信，加强人文交流，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
设，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将

“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方发展战略对接，同老方扎实推进
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和中老铁路等大项目取得新进展。中
方愿鼓励中国企业参与老方经济建设，扩大进口老挝优
质农产品。中方愿同老方继续密切配合，将澜沧江－湄
公河合作打造成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李伟红）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李克强表示，中菲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彼此的发展
与稳定休戚相关。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了富有成
果的会见。总统先生就任三年来，经过双方共同努力，
中菲关系实现转圜与巩固，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
展。中方乐见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愿将“一带
一路”倡议同菲“大建特建”规划加强对接，深化经
贸、投资往来，推进基础设施项目等合作。南海和平稳
定符合中菲和地区各国共同利益。中方支持菲律宾履行
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职责，期待尽快完成“南海行为
准则”（COC） 磋商。相信南海沿岸各国有能力、有智
慧共同维护好南海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
理存在的问题，携手实现共同发展。

杜特尔特表示，菲方珍视同中国的友谊。两国关系建
立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近年来合作得到大幅提
升。“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繁荣和互联互通作出了贡献，
菲方愿积极在这一框架下深化对华合作。菲方正在开展

“大建特建”，将努力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欢迎中国企业加
大对菲投资。菲方坚定让南海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
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尽早完成COC磋商。

本报北京4月 25日电 （记者王远）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
维奇。

李克强表示，中欧之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前不久，
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成功举行，双方在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表了内容丰富、互利共赢
的联合声明，对外释放了中欧共同维护自由贸易、维护以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的
积极信号。我们愿同欧方一道，共同推动会晤共识得到落
实，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争取尽快完成地理标识
谈判，尽早签署中欧航空安全协定，这对中欧双方、对世
界都有利。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欧盟欧亚互联互
通战略深度对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拓展第三方市
场合作，深化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谢夫乔维奇表示，祝贺中方召开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倡议取得巨大成
功，欧方重视这一倡议，愿积极参与有关合作。欧方愿
同中方积极落实第二十一次欧盟－中国领导人会晤共
识，推动欧中投资协定谈判取得实质进展，加强在世界
贸易组织改革等问题上的密切沟通，在“一带一路”框
架下扩大交通运输、发展援助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杜尚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栗战书2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栗战书表示，中马是亲密友好邻居和真诚合作伙伴，
近年双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开展广泛深入的务实
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同马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

人共识及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进一
步拓展和深化双方在农业、渔业、电子商务、科技创新、人
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国全国人大愿继续加强与马来西
亚国会友好交往，开展治国理政、立法、监督等领域交流互
鉴，推动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王远） 全国政协主席汪
洋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埃及总统塞西。

汪洋祝贺埃及近年来在国家各项事业建设中取得
的显著成就，对塞西总统高度重视中埃关系表示赞赏。
汪洋说，近年来，中埃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入，两国发

展战略有效对接，务实合作深入推进。习近平主席同总
统先生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下阶段中埃关系指明
了方向并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切实落实
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密切各领域往来与
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赵成、王迪）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25日在北京分别会见肯
尼亚总统肯雅塔、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西卢安
诺夫。

在会见肯雅塔时，韩正表示，近年来中肯关系蓬勃发
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与总统
先生举行富有成果的会晤，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国关
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
中肯关系，愿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同肯方深化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在会见西卢安诺夫、共同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

主席会晤时，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
引领下，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各领域务实合
作深入推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关于
加强投资合作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
员会作用，加强政策协调，完善沟通机制，推动企业扩
大交流合作，加快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动中俄投资合
作实现新发展，为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注入新动力。

栗战书会见马来西亚总理

汪洋会见埃及总统

韩正分别会见肯尼亚总统、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赵成、杜尚泽、王远）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25日在钓鱼
台国宾馆分别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老挝人民革命
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越南总理阮春福。

会见武契奇时，王沪宁表示，中塞传统友谊深厚，两国
人民相互怀有特殊友好感情。近年来，两国在相互尊重、平
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务实合作，取得可喜成果。习近平主席
今天上午同总统先生亲切会见，为新时期中塞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塞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
首重要共识，不断推动中塞关系迈上新台阶。

会见本扬时，王沪宁表示，中老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更加
光明的前景。老挝在以本扬总书记为首的人革党中央领导
下，国家发展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老是社会主义道路上
的同行者，中方愿同老方一道，深化两党交流合作，加强互
通互学互鉴，构建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会见阮春福时，王沪宁表示，中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阮富仲总书记实现
历史性互访，就推进中越关系作出战略谋划。明年是中越
建交 70周年，双方应该以落实最高领导人共识为主线，发
挥高层交往引领作用，用好党际交往特殊优势，构建互利
共赢合作格局，坚持沟通协商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
意基础，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王远、李伟红） 国家副
主席王岐山 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和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卡拉。

会见卢卡申科时，王岐山表示，今天下午习近平主席
同你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晤，为中白关系发展和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中白两国是“铁哥们”，
总能本着同志般、兄弟般的友谊给予对方坚定支持。中方
愿同白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势头，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经济互补和互利共赢，密切
人文和地方往来，让世代友好理念深入人心。

会见卡拉时，王岐山表示，中国和印尼同属发展中
大国，长期友好基础牢固，双多边合作成果丰硕。两国
都坚持走符合自身特色的道路，通过和平发展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取得的成就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自
信。“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体现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印尼合作提供了巨大机遇。

王岐山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印度尼西亚副总统

王沪宁分别会见塞尔维亚、老挝、越南客人王沪宁分别会见塞尔维亚、老挝、越南客人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李伟红、王远）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 25日在钓鱼台国宾
馆分别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巴布亚新几
内亚总理奥尼尔。

会见阿纳斯塔夏季斯时，赵乐际表示，欢迎总统先生
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塞友谊
源远流长，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中国始终把塞浦路斯视为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愿同塞方一道，落实好两
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

开辟两国务实合作新局面，推动中塞关系迈上新台阶。
会见奥尼尔时，赵乐际表示，欢迎总理阁下来华出席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主席同总理
阁下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晤，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
启了新篇章。中国与巴新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好朋友、
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关系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
典范。中方愿与巴新一道，全面落实习近平主席访问巴新
的重要成果，做好“一带一路”倡议与巴新发展规划的战略
对接，以务实合作新成效不断造福两国人民。

赵乐际分别会见塞浦路斯总统、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