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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出席“2019 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

习近平：中国要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国强未必称霸

12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2019 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图为会见前，习近平同外方嘉宾集体合影。

习近平要论

本报北京 12 月 3 日电 （记者
赵成） 国家主席习近平 3 日在人民
大 会 堂 会 见 出 席 “2019 从 都 国 际
论坛”外方嘉宾。
习近 平 介 绍 了 中 国 治 国 安 邦
之路和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这种历史性年
份总会给人们带来深层次思考。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取得了伟大
的发展成就。行稳才能致远。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能够
不断发展稳定的最根本原因，得
到了全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
持。我们将坚定不移继续沿着我
们选择的道路走下去。中国将继
续坚持改革开放，如期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对中国
的未来充满信心。
习近平指出，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中国历来主张各国人民有权选
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世界
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通过
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来实现自
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条一成不
变的道路可以引导所有国家和民族
实现发展振兴。中国要以自己的实
践证明，国强未必称霸。这首先
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决定
的，中国人没有扩张侵略的基
因，秉持的是天下大同、天下为公
的理念，不赞同你输我赢、零和博
弈的思维。同时，中国在国际关系
中坚持平等互利，愿与各国一道，
共同构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 中 国
愿与各国加强全面、深入、立体
的相互了解，进而开展互利合
作，实现共同繁荣。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同世界的
关系也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作为拥
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做好
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社会最大的
贡献，同时我们也愿意承担相应的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能够不断发展稳定的最根本原因，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
衷心拥护和支持。我们将坚定不移继续沿着我们选择的道路走下去。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
开放，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中国历来主张各国人民有权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
民族能够通过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条一成不变的道
路可以引导所有国家和民族实现发展振兴。中国要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国强未必称霸

国际义务和责任。当前全球治理面
临着复杂形势，国际秩序处在关键
十字路口，实质是多边主义和单边
主义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现行国
际秩序并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
来，也不需另起炉灶，而是应在悉
心维护的基础上改革完善。各国应
承担起各自使命责任，开展建设性
对话，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多边主
义，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一宏伟目标发挥正能量。
拉脱维亚前总统弗赖贝加、坦
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日本前首相
鸠山由纪夫、波黑主席团前成员伊
万尼奇、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三子尼
尔·布什、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
克等外方嘉宾先后发言，热烈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表
示钦佩中国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
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可
持续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国人
民现在享有着前所未有的自由，相
信中国作为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将
继续发展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他们表示，中国坚
持改革开放，将使世界各国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受益。而当前个别国家
主张本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导
致冲突摩擦增多。世界需要坚持多
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构建更加
公平、公正、多元化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重要倡
议，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繁荣、促进
世界多极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大积极意义，期待中方继续为应
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发挥重要
引领作用。各方愿同中方一道，坚
持多边主义，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
会见前，习近平同外方嘉宾集
体合影。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同萨尔瓦多总统会谈
指出中方愿同萨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本报北京 12 月 3 日电 （记者王迪） 国家主席习近平 3 日
在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会谈。
习近平欢迎布克尔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
出，中萨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是两国交往史上的大事，开
启了双方合作大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
益。建交一年来，双方各领域交流日益密切，经贸合作持续拓
展，相互了解不断加深。总统先生作出维护和发展中萨关系的
正确决定，展现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担当。你表示，中萨
关系“大有可为、前景光明”，我对此表示赞同。中方愿同萨方一
道，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增进互信，扩大交往，加
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基础设施、农业、质检、能
源、水利、科技等领域合作，打造民生亮点，造福两国人
民。中方愿向萨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欢迎萨方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把两国互补优势转化为合作成果。中国愿积极
扩大从萨方进口食糖、咖啡等更多优质特色产品。双方要开
展政府、立法机关、政党、地方、工商、青年、智库、媒体
等各界交往。很多来华访问过的萨尔瓦多朋友表示，来中国
前，中国对他们是个谜；来中国后，他们成了中国迷。我们
欢迎更多萨尔瓦多各界朋友来中国走走看看，加强两国人民
交流和相互了解，为中萨关系构筑更加广泛的社会和民意基
础，推动中萨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近日，美方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一意
孤行，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
法。这是对中国内政赤裸裸的干涉，是对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践踏。中国
政府和人民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我们
正告美方，任何威胁都吓不倒中国人民，任
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中国
政府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香港恣意妄为。
这部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
民声讨的所谓法案充斥着偏见和傲慢，以恐
吓和威胁的手法对待香港，公然为反中乱港
分子提供保护，用心险恶。事实证明，美方
就是搞乱香港的最大黑手，他们的根本目的
就是要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国两
制”伟大实践，破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
美国一些政客妄图以一纸法案把香港变

布克尔表示，萨尔瓦多人民对我此次访华高度关注并充
满期待。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我十分钦佩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伟大的发展成
就。萨中建交时间虽然不长，但潜力巨大，双方完全有能力
成为彼此的好伙伴、好朋友。我相信，同中国这样的伟大国
家和真诚朋友发展关系，将给萨国家发展带来机遇，给萨人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希望学习借鉴习近平主席的治国
理政经验，致力于发展长期对华友好关系，将努力实现萨中
关系与其他重要双边关系并行不悖发展，为拉美地区其他国
家树立一个范例。萨方完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实
现和平统一。感谢中方为萨经济发展提供的帮助，萨方期待
同中方加强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旅游、文化、科
技等领域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相信我的访问将成为萨中
关系的新起点，开辟两国关系的光明未来。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共同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萨尔瓦多共和国联合
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布克尔举行欢迎仪
式。彭丽媛、杨洁篪、张春贤、王毅、马飚、何立峰等参加。
图为会谈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布克尔总统夫妇
合影。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香港恣意妄为
■ 柴逸扉
为遏制中国的棋子和前哨，其图谋断然不会
得逞。当今世界，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
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深入人心。美方唯我独
尊、玩弄强权政治的霸道行径，早已为国际
社会所深恶痛绝。此次他们粗暴干涉中国内
政，企图搞乱香港、牵制中国发展的霸道行
径，更将踢到铁板。
作为一个拥有 5000 多年文明、近 14 亿勤
劳勇敢的人民、960 万平方公里辽阔国土的
国家，中国不会被任何威胁所吓倒，也不会

被任何困难所压垮。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
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
邪，不惹事也不怕事。美方的讹诈只会进一
升；香港的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正在有序推
步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让中国人民更
进。从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抗击非典疫情，
加众志成城。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就在香
到开放“自由行”、签署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
港问题上坚持“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今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20 多
天，又怎能容忍一些国家对香港事务指手画
年来，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虽历经风
脚？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翻手为云、覆手
雨但却绽放出了更加璀璨的光彩。如今，在
为雨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在回归
下，香港可充分发挥自身所长，在服务国家
祖国后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地位， 的同时获得更好发展。祖国和近 14 亿同胞始

终是香港的最坚强后盾，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脚步。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
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香港的前途和命运
始终掌握在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手
中，香港在祖国强有力支持下必将保持长期
繁荣稳定。背靠祖国的香港明天将更加美好！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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