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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11月 14
日，在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越南社会主义
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事访问
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回
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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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刘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
员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 14日下午，习近平离开老
挝万象启程回国。前往机场途中，老挝
青少年挥舞着两国国旗欢送尊贵的客
人。机场举行盛大欢送仪式，身着民族
服装的当地青年夹道欢送，礼兵分列红

地毯两侧。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家副主席潘坎，老
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万象市委书记兼
市长辛拉冯，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
总理宋赛等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同他们
一一握手，亲切话别。习近平登上舷梯，
向欢送人群挥手致意，现场响起经久不
息的欢呼声。

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并对越南、老挝国事访问后

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新华社万象11月14日电 （记者刘华、
李建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4日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扬在万象一道出席玛霍索综合医
院奠基仪式。

习近平乘车抵达玛霍索综合医院时，本
扬在停车处迎接。习近平和本扬共同观看玛
霍索综合医院项目效果图展板，听取中方总
建筑师关于项目的介绍。奠基仪式开始。
习近平和本扬走上主席台，共同为奠基石培
土，撒上鲜花。

奠基仪式后，习近平和本扬共同前往医院
住院部大楼，同中方援老眼科医护人员简短交
流，合影留念。习近平称赞中方医护人员作为
光明和友好使者，不仅为老挝患者带来了光
明，也为夯实中老友好的民意基础作出了积极
贡献，体现着新时代的国际主义精神。习近平
和本扬进入眼科病房，听取中方医护人员介
绍。医护人员现场为接受中方白内障手术治

疗后康复的两名老方病患揭开眼罩。习近平
祝愿两名患者早日康复，家庭幸福。重见光明
的老挝患者激动地感谢中国政府派医护人员
救治，使他们重新开始幸福生活。

习近平指出，中老合作要多向民生领域
倾斜，使更多当地民众获益。硬件有了，还要
加强软件建设。两国卫生主管部门要加大政
策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提高医疗水平，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玛霍索综合医院是中国为老挝援建的民
生领域标志性项目，系在玛霍索现有医院基
础上新建扩建，旨在帮助老挝改善医疗条件，
预计于2021年投入使用。

同日，习近平向老挝无名战士纪念碑敬
献花圈。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中方陪同人员参
加上述活动。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万象
市委书记兼市长辛拉冯，老挝党中央政治局
委员、副总理宋赛参加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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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扬在万象一道出席玛霍索综合医院奠基仪式。奠基仪式后，习近平和本扬共同

前往医院住院部大楼，在眼科病房，医护人员现场为接受中方白内障手术治疗后康复的

老方病患揭开眼罩，习近平祝愿患者早日康复，家庭幸福。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摄

11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扬在万象一道出席玛霍索综合医院奠基仪式。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新华社万象11月14

日电 （记者李建敏、骆
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万象
下榻饭店再次会见老挝人
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国家主席本扬。

习近平感谢老方热情
友好的接待，感谢本扬在访
问结束之际专程前来话
别。习近平强调，这次访问
时间虽短，成果丰硕。我同
老挝党政领导同志深入交
流，同各界友好人士近距
离接触。双方就巩固和发
展中老关系，推进全面战
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访
问期间，我同本扬总书记、
国家主席一致同意共同打
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
运共同体，规划了加强战
略对接、实现互利共赢的
合作内容，指明了弘扬传
统友好、惠及基层民生的
前进方向。访问取得了圆
满成功，我对中老关系发
展前景充满信心。双方要
全面落实好这次访问成
果，抓好战略引领，搞好战
略对接，做好民生工作，推动新时期中老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发展。

本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对老挝的历史性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将
长期稳定的老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提升到新水平，充分彰显两国传统友
好。老挝全党和举国上下感到欢欣鼓
舞，对老中关系未来发展充满期待。老

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认真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国家主席此访丰硕成果，在“四
好”精神基础上，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实
现更大发展。衷心祝愿中国党和人民事
业取得更大胜利。

会见后，习近平和本扬共同见证《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外交部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合作的协

议》的签署。
签字仪式后，习近平同本扬亲切道

别。老挝少年儿童向习近平献上鲜花。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中方陪同人

员，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党中央办公厅主任坎潘，老挝党中
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宋赛，副总理兼财
政部部长宋迪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再次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

11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万象下榻饭店再次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 新华社记者 丁 林摄

新华社万象11月14日电 11月 10
日至 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应邀赴越南岘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
对越南、老挝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
际，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不久前胜利召开的中共十
九大举世瞩目。国际社会盛赞中国伟大
成就、聚焦中国发展战略、关注中国外交
走向。习近平主席此次出席APEC会议
并访问东南亚社会主义邻国，面向世界
权威宣示中国发展道路和执政方略，立
足周边践行亲诚惠容与合作共赢理念，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展示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气象、新

作为、新贡献，实现了十九大后党和国家
最高领导人出访的成功开篇。

5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不辞辛劳、
夜以继日，密集开展近 40 场双多边活
动，广泛接触多国各界人士。习近平主席
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统筹国内国际大局，
以政治家的境界阐释理念，以战略家的
眼光发出倡议，以实干家的气魄推动合
作，以外交家的风范凝聚共识，为中国未
来发展赢得更广泛支持，为亚太区域合
作开辟更光明前景，为中越、中老关系注
入更强劲动力。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
此访是中国外交开拓新局的重大行动，
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有力举措，是中国制度理念和发展前
景的精彩路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展现。

一、阐释中国发展道路，

扩大国际社会认知认同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
国同世界前途命运的联系更加紧密。世
界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发展也离不开世
界。习近平主席着眼新时代中国发展的
世界坐标，把握中国同外部联系的历史演
变，在岘港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
主旨演讲，同各国领导人会谈会见、座谈
交流，向国际社会宣介十九大重要成果和
意义，阐释中国发展道路和理念，为充满
挑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注入了来自中国
的正能量和稳定性。 （下转第三版）

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越南、老挝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
作为。

为更好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11月上中旬，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中央宣讲团奔赴全国各地开展宣
讲。连日来，中央宣讲团奔走于大江南
北，在各地作报告 36场，举办各种形式

的互动交流活动近 60场，直接听众近 52
万人，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间接收听
收看的达2100多万人。

思想的伟力激荡神州大地，进入新
时代的中国处处展现昂扬的精神风貌。

透彻深入的宣讲、鲜活生动的解读，
让广大干部群众深受教育鼓舞。大家表

示，要进一步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学习党
的十九大报告，深刻领会报告的丰富内
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
神上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下转第五版）

用新思想武装头脑 用新作为开创未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宣讲活动综述

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第四版）

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

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进入新

时代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也将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当今世界充满挑战，前面的道路

不会平坦，但我们不会放弃理想追求，

将以更大的作为，同各方携手建设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主席在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

旨演讲，勾画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互

动的美好前景，郑重宣告中国将开启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这是党的

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目标的又

一次庄严宣示，传递着为人类进步事

业而奋斗的大党胸怀，体现了为人类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大国担当。

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发生深

刻复杂的变化，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与此同

时，世界经济正面临增长动能的深刻转

变、全球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经济全

球化进程的深刻转变、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的深刻转变。贫富分化、恐怖主义、

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

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也给全球

治理提出了崭新命题。面对这些深刻

转变和共同挑战，是勇立潮头，还是迟

疑徘徊？是主动引导经济全球化继续

前行，还是在挑战面前犹豫不定？是携

手开辟区域合作新局面，还是各自渐行

渐远？习近平主席用三个有力的提问，

启示亚太各国携手共商共建共享，共同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深刻转变，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开辟全球发展繁

荣的光明未来。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征程上的中国主

张，是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中国人民美

好愿望的集中体现，也源于对人类前途

命运的深刻洞察。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构想任重而道远，我们不能因现

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

放弃追求。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

国深知自身肩负的责任。顺应大势、勇

于担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

终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之锚；

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展全球伙

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推动

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

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

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明天。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和平共处

五项基本原则，到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

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从对世界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过30%，到提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

终把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作为自身使

命。新时代的中国新征程，不仅属于

13亿多中国人民，也必将为亚太和世

界开拓新局面、带来新机遇、增添新动

力，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交相辉映。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开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
—五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峰会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