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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朝建交 70周年，在两党两国
关系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重要意义。6 月 20 日至 21 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
问。正如习近平同金正恩会谈时所指出
的：“我这次是为巩固传承中朝友谊而来，
为推动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而来。
相信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我们一定会共同
擘画中朝关系美好未来，共同开启中朝友
谊崭新篇章。”

中朝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强调，回
顾中朝关系历程，可以深刻认识到：坚
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朝关
系的本质属性；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
目标是中朝关系的前进动力；最高领导
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
最大优势；地缘相亲和文缘相通是中朝
关系的牢固纽带。当前，中朝关系已经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党和政府高度

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好、巩固
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
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劳动新闻》《民
主朝鲜》 等朝鲜主流媒体 6 月 20 日均在头
版头条刊发文章表示，热烈欢迎中共中
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访问朝鲜，并对此次访问在两国友好关
系史上的重要意义予以高度评价。相关
社论表示，朝中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
宝贵财富，强化和发展朝中友谊完全符
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中朝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

的 活 力 。 密 切 高 层 交 往 ， 巩 固 政 治 互
信；加强战略沟通，为两国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
来更大福祉。两国将深化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互鉴，加强双方经济民生领域干部
培训和人员往来，朝方愿多学习中国经
验做法；双方深化友好交流，为中朝友
谊巩固发展打牢根基。两国将落实建交
70 周 年 纪 念 活 动 方 案 ， 开 展 教 育 、 卫
生、体育、媒体、青年、地方等领域交
流合作。

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取得新进

展。过去一年，半岛问题重现对话解决的
光明前景，赢得了国际社会认同和期待。
国际社会普遍希望朝美谈下去并谈出成
果。各方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准确
把握形势走向，切实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中表示，中方支持推
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为解决问题积
累和创造条件。中方愿为朝方解决自身合
理安全和发展关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愿同朝方及有关各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为
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
建设性作用。金正恩委员长表示，朝方高

度评价中方在半岛问题解决过程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愿继续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
调，努力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取得新进
展，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这预示着半岛
问题解决将迎来新契机。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双方不忘初
心、携手前进，将共同开创两党两国关系
的美好未来，也向外界展示了中朝双方推
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实现地区长治
久安的坚定意志。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
所研究员）

共同擘画中朝关系美好未来
■ 吴晶晶

本报平壤6月21日电（记者杜尚泽、莽
九晨） 6月 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锦绣山迎宾馆会见朝鲜劳动党委
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习近平代表中国党、政府、人民对朝方
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诚挚谢意。习近平
指出，这次访朝始终沉浸在中朝友好的热烈
气氛中，彰显了中朝两党两国的深厚友谊。
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巩固了中朝传统友谊，
明确了中朝关系在新时期的发展方向，也向
外界展示了中朝双方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进程、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的坚定意志。

习近平强调，访问实现了中朝两党两国最
高领导人在建交70周年这样的重要年份进行
历史性互访，也实现了短短15个月内两党两国
最高领导人第五次会晤，这些都是中朝传统友
谊生命力的生动体现。希望双方共同努力，落
实好此访达成的各项共识，将新时代中朝关系
发展蓝图一步一步转化为美好现实。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坚定支持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坚定支

持朝方实施新战略路线，坚定支持朝方为政
治解决半岛问题、实现半岛长治久安所作的
努力。

金正恩对中方支持朝鲜党带领朝鲜人民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及给予的宝贵帮助表示
衷心感谢。他说，朝中友谊历史悠久、根基
坚实，当前朝中像一家人一样，密切互动，
友好合作。我愿遵循老一辈领导人的崇高意
志，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继承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续写朝中友谊更
加辉煌的未来。金正恩并祝贺习近平此访取
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及金正恩夫人李雪主
参加会见。

会见前，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在庭
院内散步交谈。在风景秀丽的锦绣山迎宾馆
湖边，习近平和金正恩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
闲庭信步，就加强中朝传统友谊等共同关心
的话题亲切交换意见。

会见后，金正恩夫妇为习近平夫妇举行
午宴。

会见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习近平：将新时代中朝关系发展蓝图一步一步转化为美好现实

6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回国。离开前，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出席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机场举行的欢送仪式。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本报北京 6月 21日电 6 月 21
日下午，在结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国事访问后，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
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
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
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
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本报平壤6月 21日电 （记者杜
尚泽、莽九晨） 6 月 21 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
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回国。离
开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
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
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机场举行
的欢送仪式。

当地时间下午3时许，在朝鲜民
众夹道欢送中，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
机场，金正恩夫妇在下车处热情迎
接。朝鲜各界群众在机场热烈欢送，
习近平向他们挥手致意。军乐队奏中
朝两国国歌，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
检阅了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朝鲜
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夫妇献花。习近平
同朝方前来送行的高级官员一一握手
告别。在专机舷梯旁，习近平同金正恩

紧紧握手话别。习近平夫妇迈上舷
梯，在机舱门口转身，向金正恩夫妇
挥手告别。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
等出席欢送仪式。

崔龙海、朴凤柱、李勇浩、李万

建、李洙墉、崔辉、李永吉、努光
铁、李龙男、金能旿、金与正等参加
送行仪式。

结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事访问

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离开前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6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锦绣山迎宾馆会见朝鲜劳动党委
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及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参加会见。
会见前，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在庭院内散步交谈。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本报平壤6月21日电（记者杜尚泽、莽九晨） 6
月 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参谒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的丰功伟绩
而修建的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
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

当地时间上午 10时，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坐落
在平壤市区牡丹峰麓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
主在下车处迎候。在庄重肃穆的气氛中，朝鲜人民
军三军仪仗队庄严列队，军乐队演奏中朝两国国
歌。国歌毕，礼兵将花篮抬至塔基平台处。习近平
缓步前行走上台阶，趋前整理花篮缎带。红色的缎
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全体人
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
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绕塔仔细观
看塔身上描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场景和体现中
朝两国人民友谊的浮雕。随后，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
夫妇陪同下步入中朝友谊塔纪念厅。在纪念厅中，
习近平仔细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原本，观看史诗壁
画。怀着对为中朝友谊英勇献身的祖国优秀儿女的
深切缅怀，习近平在题词簿上题词：“缅怀先烈，世
代友好”。

习近平表示，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
参谒中朝友谊塔。志愿军烈士名册和纪念厅内巨幅
绘画中，有中国人民都很熟悉的黄继光、邱少云、
杨根思、罗盛教等志愿军英烈的名字和形象，他们
的英雄事迹在中国妇孺皆知。今天我们一起来参谒
中朝友谊塔，一是缅怀先烈，重温老一辈革命家并
肩战斗的光荣历史；二是勉励后人，牢记并传承中
朝传统友谊；三是昭示世人，彰显中朝两国维护和
平的坚定决心。我们一定要把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
承下去，巩固和发展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

金正恩说，朝中友谊塔是朝中传统友谊的一座
丰碑，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中国人民志
愿军在朝鲜抵御侵略过程中作出的英勇牺牲，并在
新的时代继续传承和发展朝中友谊，加强两国合
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更大成果。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朝方参加参谒的有：崔龙海、朴凤柱、李洙

墉、李勇浩、金能旿、金与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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