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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记者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
1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塞尔维亚
总统武契奇。

习近平指出，中塞两国传统友谊基础牢固，彼此高度政治
互信，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很高兴我同总统先生就中塞合作

达成的重要共识正在得到
落实，为中塞关系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力。中方愿同
塞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
国际正义。我高兴地得
知，中国河北钢铁集团与
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
厂的合作运营良好，已成
为塞尔维亚第二大出口
企业。双方要携手共建
“一带一路”，加强两国发
展战略对接，推动两国合
作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

武契奇表示，塞尔维
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
深厚感情。塞尔维亚衷
心感谢中国的帮助，愿
成为中国的忠实伙伴，
继续相互坚定支持，铸
就塞中铁一般的友谊。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造
福中国人民，也给沿线人
民带来福祉。斯梅代雷
沃钢厂起死回生是个成
功的典范。它有力地证

明“一带一路”倡议给塞尔维亚带来的是就业的增加和经济的
增长。塞方将积极参与共建，并同中方在中东欧和中国合作
框架下拓展新的合作。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记者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
1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爱沙尼亚
总统卡柳莱德。

习近平指出，中国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主张国
与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而不同，合作共赢。中国人说，尺

有所短，寸有所长。国家
不论大小，各有千秋，都是
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应当
摒弃弱肉强食、赢者通吃
的丛林法则。爱沙尼亚地
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绿
色农业、数字经济独具特
色，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中方愿同爱方一道，在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
不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
大发展。双方要增进政治
互信，促进“一带一路”倡
议同爱沙尼亚国家发展战
略对接，推动务实合作，开
展更多高质量人文交流活
动。中方支持欧洲一体化
进程，愿同欧方加强合作，
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单边
主义，共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我们愿同爱方加强在
中东欧和中国合作框架内
的合作。

卡柳莱德表示，很高
兴首次访华。爱中关系发
展良好。爱方高度评价中
国平等对待像爱沙尼亚这
样的小国，愿加强同中方
在经贸、电商、物流等领域

合作，增进人文交流，推进中东欧和中国合作框架下合作。爱
方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
作用，愿同中方密切在多边事务中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国际规
则和国际秩序。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爱沙尼亚总统卡柳莱德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记者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
1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拉脱维亚
总统韦约尼斯。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拉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拉脱维亚在波罗
的海国家中率先同中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方愿

同拉方一道，在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基础上，继续深化政
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密切
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双方要推动两国发展战
略对接，加强在交通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合作，促
进亚欧互联互通深入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欧作为
世界两大稳定力量和两大主
要经济体，应该加强战略沟
通，保持相互开放，以中欧合
作来维护多边主义，共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和
平、稳定、发展。这是中欧关
系大局，也是中欧共同责
任。中国和中东欧合作是
中欧关系重要组成部分和
有益补充，也是“一带一路”
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
承接带。中国愿同拉脱维亚
加强在中国-欧盟和中东欧
和中国合作框架内合作。

韦约尼斯表示，拉中双
方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互信和
密切交流，合作潜力巨大。
拉脱维亚高度评价“一带一

路”重要倡议，认为中东欧和中国合作机制对拉脱维亚非常重
要，主张将两者相互对接，加强在经贸、投资、交通、物流、旅游等
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拉方也愿致力于推动欧中关系发展。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拉脱维亚总统韦约尼斯

从贺兰山岩画的沧桑厚重，到西部云基
地渐成规模；从西海固的“苦瘠甲天下”，到
“塞上江南”的粮果丰饶；从中国第一个县级
民族自治政府的成立，到各族儿女携手奋进
逐梦……古老与新生在这里交汇，贫苦与甘
饴在这里并存，多元与一体在这里交融。

这里，是6.64万平方公里的宁夏回族自治
区，虽幅员不大，却始终是党中央情之所系、心
之所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宁夏各项事
业蓬勃发展，塞上大地进入了新时代。

一甲子沧海桑田。天高云淡的秋日里，
宁夏回族自治区迎来成立60周年大庆。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

缚住苍龙

对宁夏来说，民生工作

重中之重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习近平

宁夏西南，六盘山连绵起伏，峻拔叠翠。
提到它，最为人熟知的诗词应是“六盘

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就在这豪迈的六盘山下，有一片千沟万
壑的西海固。战争的烽烟早已散去，但这里
的人们依然年年岁岁同干旱和贫瘠“鏖战”。

长缨何处？贫困的苍龙，何时被缚住？
西海固，囊括了原州区、西吉县、隆德

县、彭阳县等 9 个贫困县区。由于雨水奇
缺，流水切割及千百年来的盲目垦殖，这里
生存条件极差，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
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
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
部扶贫协作的重大战略部署。10月，由时任
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组长的“福建省对
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5个月后，习近平同志率团来到宁夏，开
始为期 6天的对口扶贫考察，并在银川召开
了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正
是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共同建设作为扶

贫协作示范窗口的闽宁村。
1997年 7月 15日，由习近平同志亲自命

名的闽宁村在银川城外永宁县的一片戈壁
滩上破土动工。

2016年 7月，时隔近 20年后再到固原，
习近平总书记触景生情地回忆：1997 年我
来到西海固，被当地的贫困状态震撼了。看
了以后，我就下决心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推动福建和宁夏开展对口帮扶。

坡地改梯田、打井窖、吊庄移民……
习近平同志当年主导的那些扶贫措施，改
变了无数西海固贫困家庭的命运。

今年64岁的谢兴昌，就是其中一户。
在永宁县闽宁镇自家新修的小院里，谢

兴昌坐在枣树下回忆：闽宁村奠基那天，
习近平同志代表对口帮扶领导小组发来贺
信。我就站在台下听人读那信，听着听着就
哭了，虽然那时闽宁还是一片荒凉，但我知
道搬出山沟沟就一定会有希望……
“我到附近农场掰了 4个玉米棒子、4个

高粱穗子，拿着回西吉老家宣传，让大伙知
道搬来这儿有水能种活粮食。”谢兴昌说。

20多年过去了，谢兴昌当年流泪憧憬的
都已成真。

作为第一批走出西海固的移民，谢兴昌
经历了闽宁镇从几百人到如今 6万多人的
变化，群众人均年收入从不足 500元跃升到
2017年的 12341元，昔日的“干沙滩”变成了
今天的“金沙滩”。

2016年 7月，当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
闽宁镇，漫天风沙的荒滩已变成宽敞的柏油
路、鳞次栉比的红瓦白墙小楼。

永宁县委一位当时在场的同志回忆说：
“总书记一路都在问老百姓的收入、上学、就
医，问村里基础设施配套。他说：‘闽宁合作
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个宝贵经验可以
向全国推广，做一个示范，实现共同富裕。’”

对宁夏的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关怀
备至。
——“对宁夏来说，民生工作重中之重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60年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刚成立时连粮

食都需要国家大量返销；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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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记者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
1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萨摩亚总
理图伊拉埃帕。

习近平赞赏图伊拉埃帕为推动中萨关系发展所作贡献。

习近平指出，萨摩亚是最
早同中国建交的太平洋
岛国之一。中方珍视中
萨传统友谊，赞赏萨方长
期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
则，将继续支持萨摩亚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维护萨
摩亚及其他南太平洋岛
国正当利益。中方愿同
萨方以共建“一带一路”
为契机，拓展各领域务实
合作。中方理解并高度
重视萨摩亚等太平洋岛
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特殊关切，愿同萨方和国
际社会一道，积极推进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

图伊拉埃帕表示，萨
中建交 43 年来，两国在
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发
展起相互信任、友好的
紧密关系。萨方珍视同
中方关系，支持“一带一
路”倡议，愿在这一重要
框 架 内 拓 展 两 国 在 经

贸、投资、旅游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萨方赞赏中方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引领作用，愿加强双方在多边事务
中合作。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

本报北京9月18日电 记者欧阳
浩报道：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今天在
京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
杰瓦。

张又侠说，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
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巴关系应当
成为睦邻友好的典范、地区和平稳定的
支柱、“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标杆。中
方历来将中巴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优先

位置，我们赞赏巴新一届政府将全力推
进双边关系发展的立场。中方愿与巴新
一届政府共同传承友好关系，全力推进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更好地造福两国人
民。中巴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支
柱，两军应进一步密切各领域务实合作，
不断提高应对各种安全风险和挑战的能
力，携手维护好两国的共同利益。

巴杰瓦说，巴中两国友谊比山高、比

海深。感谢中方支持巴方加入上合组
织。巴方重视并支持开展“四国机制”合
作。巴军方与新政府对华政策是高度一
致的，愿同中方不断加强反恐、装备技
术、人员培训等领域务实合作，确保巴中
经济走廊建设安全顺利推进。

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军委联合
参谋部副参谋长邵元明、陆军副司令员
周松和等参加会见。

张又侠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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