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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6 月 11 日，在对吉尔吉斯
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
坦 《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 《愿中吉
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愿中吉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六月的天山繁花似锦，绿草如茵。在这个美好季
节，应热恩别科夫总统邀请，我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
行第二次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6年前，我首次访问美丽的吉尔吉斯
斯坦，同吉方共叙友谊、共商合作、共话未来，开启中
吉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6年后，我欣喜地看到，两国关
系已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友好合作事业正如
仲夏时节的山川草原，充满生机和活力。

中吉两国人民比邻而居，传统友好源远流长。2000
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远行西域，古丝绸之路逶迤穿过
碎叶古城。数百年后，黠戛斯人跋涉千里远赴唐都长
安，返程不仅带回了精美的丝绸和瓷器，也收获了亲切
友爱的兄弟般情谊。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绚丽诗篇
在两国家喻户晓、广为传诵。2000 多年的历史积淀，铸
就了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

建交以来，中吉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两国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是名副其实的好邻居、好朋
友、好伙伴、好兄弟，在国际社会树立了相互尊重、平

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典范。
——中吉政治互信日益牢固。建交后不久，双方就

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吉 1000多公里的共
同边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纽带。当前，中吉关系不存
在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
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人民根
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
政府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各项政
策措施。吉方也在台湾、涉疆、打击“三股势力”等问
题上一贯给予中方坚定支持和有力配合。

——中吉务实合作不断深入。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
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在经
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等领域取得了一批
重要合作成果。中国已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
伴国和投资来源国。2018年，中吉双边贸易额超过 56亿
美元，同建交之初相比增长超过150倍。中方累计对吉尔
吉斯斯坦投资近 30亿美元。双方共同实施的达特卡－克
明输变电工程结束了吉尔吉斯斯坦电力资源分布不均、
输送不畅的历史，奥什市医院为当地民众提供中亚地区
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中吉乌 （兹别克斯坦） 公路成为跨
越高山、畅通无阻的国际运输大动脉。吉尔吉斯斯坦不
断扩大对华出口，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已经
走上中国普通百姓的餐桌。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喜爱网
购，电商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消费体验。

——中吉人文交流更加热络。2018 年，两国人员往
来超过 7 万人次，吉尔吉斯斯坦在华留学生超过 4600
名。吉尔吉斯斯坦开设 4 所孔子学院和 21 个孔子课堂，
中方援建的比什凯克第九十五中学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

学校。中吉两国共同举办纪念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艾
特玛托夫诞辰 90周年系列活动，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应
热恩别科夫总统邀请，中国中央歌剧院将赴吉尔吉斯斯
坦演出中文歌剧《玛纳斯》。这一两国人民共同拥有的文
化瑰宝再次大放异彩，奏响中吉传统友好的时代强音。

吉尔吉斯斯坦有句谚语，“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
富。”中国人也常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当今世界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吉携手合作，共迎挑战，
确保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
任。我期待通过这次访问，同热恩别科夫总统一道，擘
画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展宏伟蓝图，引领两国
关系和各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

我们愿同吉方增进战略互信，密切高层交往，加强
政府、议会、政党、地方各层级交流合作，继续在主权、安
全、领土完整等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
在风云激荡的国际局势中携手并肩，捍卫两国共同的战略
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实现两国繁荣富强共同奋斗。

我们愿同吉方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加快推
进发展战略对接，共同落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成果，深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等领
域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我们欢迎吉尔吉斯斯坦企
业继续积极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愿进口更多高品质
的吉尔吉斯斯坦农产品。我们也将继续为吉尔吉斯斯坦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愿同吉方加强安全合作，践行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合力打击“三股势力”、贩毒、跨
国有组织犯罪，维护两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共同营造
地区和谐稳定的安全环境。

我们愿同吉方扩大人文交流。朋友越走越近，邻居
越走越亲。双方要提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青
年、媒体、联合考古等领域合作水平，让两国人民心更
近、情更深。

我们愿同吉方密切国际合作，加强在联合国、上海
合作组织、亚信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支持多边主义，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8年来，成员国秉持互信、互利、平
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坚
定遵循《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的宗旨和原则，树立了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为促进地区稳
定和繁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高度重视安全、经济、人文、对外交往等
领域合作，严厉打击“三股势力”，着力深化共建“一带一
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不断加强贸易、
投资、互联互通、能源、创新、人文等领域合作，大力拓展同
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
致力于打造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吉尔吉斯斯坦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
为推动本组织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比什凯克峰会将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上
海合作组织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地区各国人民。

只要我们秉持世代友好，矢志不渝推进合作，中吉
友好事业必将如巍巍天山上苍劲挺拔的雪岭云杉，枝繁
叶茂、四季常青。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6月 11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
青岛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全球卫生事业，是落实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博鳌亚洲论坛一直致力于促进亚洲以及世
界的共同发展和人民福祉，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在这方面的又一重要努

力。希望大会能够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和共识，交流互鉴，推动全球健
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为全人类健康
福祉作出贡献。

习近平信贺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愿中吉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

6月 12日至 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
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生活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几位华侨华人，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必将推动中
吉关系发展，并为上合组织增添新的活力。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吉尔吉斯文版首发
式、“设计中国·丝路花语”主
题展览、“中国馆”揭牌仪式
……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前
夕，一系列吉中友好交流活
动火热举行，引发广泛关注。

“规格之高，超乎寻常”，参加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一卷吉语版首发式，吉尔吉斯斯坦华助中心主任杨彩平难掩激
动：“这是中吉两国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

“习近平主席刚结束对俄罗斯访问不久，就到访吉尔吉斯斯
坦，节奏紧凑，备受瞩目。”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华人华侨协会

会长张戎军表示，习近平主席访俄取得丰硕成果，期待中吉两
国达成更多合作成果。

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上读到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后，
吉尔吉斯斯坦中吉经贸合作促进会会长李全军表示，习近平主席
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将引领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
立18周年，“成人礼”将
至。中国、俄罗斯、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都是上合组织初始成
员国。俄罗斯华侨华人青
年联合会执行会长刘军

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与上合组织存在天然“亲缘”关系，“一带一
路”沿线不少地区是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重点覆盖区域。

塔吉克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副会长胡峰表示，习近平主席的
到访，将进一步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各领域务实合作。“相信此
次上合峰会的召开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再加把火。”

华侨华人热议中吉友谊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全文见海外网，链接为：http：//news.haiwainet.cn/n/2019/0611/c3541083-31573013.html）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6月 12日至 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在杜尚别举
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
会。这是习近平主席刚刚圆满结束对俄罗斯
的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
经济论坛后，中国面向周边地区的又一重大
外交行动。

这将是好邻居的再次拥抱。在吉尔吉斯
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刚刚出席了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吉文版首发式并致辞，
生动诠释了两国领导人的政治互信和个人友
谊。塔吉克斯坦，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国
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谅解备忘录的国
家，将迎来习近平主席的第二次到访。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愿意把自身

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中
国援建的一个个项目给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带
来实实在在好处。从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
诸多领域填补产业空白，到实现南北公路联
通以及全国电网统一……塔吉克斯坦在与中
国深化合作过程中，经济发展不断获得蓬勃
动力。

这将是双边关系的再次巩固。2013 年，
中吉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两国领
导人决定将中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2014年习近平主席首次访塔后，中塔关
系发展步入快车道，2017年两国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此访将为中吉、中
塔关系在新形势下实现更大发展。

这将是多边合作的再次起航。6 年前，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如今，“一带一
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
和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作为最早支持并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吉尔吉斯
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正在深化与中国合作。

上合组织经过18年的风雨兼程，已经成
长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
域合作组织，成为当今充满不确定性国际局
势当中一支极为重要的稳定力量。去年各方
在 《青岛宣言》 中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个共同理念，发出“同呼吸、共命运”的时
代强音，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上合智慧。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将翻开上合组织发展史
上新的一页。

亚信会议成立 27 年来，为各方增进沟

通、深化互信、加强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 5 年来的事实表明，亚洲安全观符合地区
特点，坚持和发扬了相互尊重、协商一致、
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有助于凝聚共
识、促进对话、加强协作，有助于构建具有
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今年，与会各方
将共同展望一个安全和更加繁荣的亚信地区。

6月的中亚繁花似锦，绿草如茵。中国正
与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们共同努力，携手并
进，促进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亲望亲好 邻望邻好
■ 张 红

（扫码阅读全文）

近日，山西省运城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运城盐湖的水在高温下不断蒸发，浓度变大，这样就让
水的颜色变得浓郁鲜艳，呈现出色彩斑斓、绚丽多彩的美景，成为夏日盐湖特有的风景。图为6月11
日的盐湖美景。 薛 俊摄 （人民视觉）

盛夏盐湖绚丽多彩

本报今起推出专栏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