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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9 月 13 日电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 22 届全
体大会 13 日在四川成都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词。

习近平指出，旅游是不同国
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
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
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的重要产业。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
视发展旅游业，旅游业对中国

经济和就业的综合贡献率已超过
10%。未来 5 年，中国将有 7 亿人
次 出 境 旅 游 。 中 国 拥 有 悠 久 历
史、灿烂文化、壮美山川、多样
风情，我们热情欢迎各国旅游者
来华观光度假。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为推动全球旅游业发展、加强
国际旅游交流合作发挥着积极作
用。希望各国以这次会议为契机，
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事业取得更大发
展。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开幕

习近平致贺词

新华社深圳 9月 13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同俄罗斯总统
普京分别向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
学典礼致贺辞。

习近平在贺辞中指出，教育是
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也是
促进各国人民交流合作的重要纽
带。近年来，中俄教育合作深入
发展，两国高等院校交流更加密

切，为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相互
了解和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中俄联合创办深圳北
理莫斯科大学是我和普京总统达
成的重要共识，也是两国人文合
作深入发展的重要成果，具有重
要示范意义。

习近平强调，希望中俄两国

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发挥
各自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快
完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各项建
设，努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培养
高素质人才，为深化中俄教育合
作 、 增 进 两 国 人 民 友 谊 作 出 贡
献。

普京在贺辞中表示，教育合作
一直是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两国高校直接交流逐年
扩大，互换留学生交流实践日趋
完善，两国中学生在对方国家疗
养 营 地 度 假 已 成 为 常 态 。 我 相
信，在两所知名大学基础上创办
的俄中大学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
民的友谊和相互理解。该校毕业
生不仅在俄中两国、也将在世界受
到欢迎。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学典礼致贺辞

新华社北京 9月 13日电 （记
者王慧慧） 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
在人民大会堂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
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
同规划好两国未来合作，推动中文
关系在新时期得到更大发展，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文是隔海相望
的近邻，也是相互信赖的朋友和伙
伴。两国建交以来，超越国情和社
会制度差异，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
成效显著。今年是两国建交第二个
25 年的开局之年，双边关系正处
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关键阶
段。中方愿同文方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把握双边关系，加强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做大

做强各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促进
各自国内发展。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保持高
层交往，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继
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
赞赏文方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愿同文方一道，以共建“一带
一路”为契机，本着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
源、清真食品、农渔业、数字经
济等领域合作。双方要加强防务
和执法合作，把两军互信和合作
提升到新高度。要加强文化、教
育、体育、卫生、旅游、媒体、
地方交往等领域交流合作，巩固
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双方要加
强地区和国际事务合作，在联合

国、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内加强
沟通和协调。

习近平指出，中方赞赏文方积
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愿加
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发展规
划对接，推动双方关系提质升级，
助力东盟共同体建设。当前，南海
局势趋稳降温，呈现积极发展态
势。中方愿同文方及有关各方一
道，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
之海、合作之海。

哈桑纳尔表示，文莱祝贺中国
国家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支持中
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相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
够实现。建交以来，文中两国关系
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
硕。文莱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文方正在推进“2035 宏愿”，
欢迎中方企业参与这一进程，积极
赴文投资兴业。文方愿在农业、渔
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清真食
品、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同中方的
务实合作。文方愿同中方继续保持
高层交往，进一步扩大人文交流，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推动东盟
同中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
两国“一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
建设、卫生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
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东门外广场为哈桑纳尔举行欢迎仪
式。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全国政协副
主席王家瑞等出席。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共同规划两国未来合作
推动中文关系在新时期取得更大发展

新华社联合国9月12日电
记者 马建国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
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共
商、共建、共享”……这些耳熟能
详的词汇，随着中国自身发展和对
全球治理贡献的增多，被陆续写进
联合国决议文件，成为彰显东方智
慧的联合国官方词汇。

“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指
导原则。11 日，第 71 届联合国大
会通过决议，首次将这组中国词汇
纳入联合国文件，并且使之与此前
已纳入联合国文件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同文出现。

在“联合国系统在全球治理中
的核心作用”议题下，第 71 届联

大通过“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
决议，要求“各方本着‘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改善全球经济治
理，加强联合国作用”，同时重申

“联合国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继
续发挥核心作用，寻求应对全球性
挑战的共同之策，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
说，这表明上述理念以及构建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得到国际
社会的广泛支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
对联合国的贡献。”在前不久的一
次专访中，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开口就对
新华社记者说出这句话。

施泰纳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
吻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呼
吁全世界相互依存、加强合作。事
实上，合作共赢是联合国的核心理
念，只有合作才能够落实联合国的
和平发展理念，才能够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

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呼吁
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继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
后，“一带一路”这个打着深深中
国烙印的词汇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一道被写进联合国决议。中国
理念回声再起，在国际社会汇聚起
越来越多和平发展的希望和力量。

联合国决议陆续纳入中国理念
的背后是中国对世界日益增多的贡
献，体现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智
慧。据统计，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2016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到 6.3 万亿元
人民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直接投资达到 145亿美元。中
国企业已在沿线 20 多个国家建立
了 56 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
过 185亿美元，为相关国家增加了
近 11 亿美元的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

岗位。
中国正在实施“十三五”规

划，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施泰纳在担
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期
间，曾把“绿色金融”作为该机构
的年度工作重点。他表示，中国的

“绿色”发展理念与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提出的“绿色金融”高度一
致。

在中国政府和金融界的努力
下，中国已出台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的指导性文件，并在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杭州峰会上首次将
绿色金融引入议程。施泰纳说，中
国在绿色经济、绿色金融等方面为
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

4月27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
过关于纪念“世界创新日”的决
议，确认创新对推动各国经济发展
至关重要，呼吁各国支持“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中国这一理念被
写入联合国决议，显示了创新作为
推动可持续发展重要动力已成为广
泛国际共识，中国方案再次为全球
课题贡献智慧。

“生态文明”也是施泰纳尤为
关注的中国词汇之一。他说，中国
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对可持续发展理
念的有益探索和具体实践。中国政
府近几年把自己的发展路径、教训
和新的发展思路与世界分享，是对
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

彰显 东方智慧
——唱响联合国的中国词汇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在人民大
会堂接受 14 国新任驻华大使递
交国书。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台阶上，
礼兵分列两侧。号手吹响迎宾号
角，新任驻华使节们先后抵达，
进入北京厅。在“北京鸟瞰”图
前，使节们依次向习近平呈递国
书，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手并合
影。这 14 位新任驻华大使是：
奥地利驻华大使石迪福、乌兹别
克斯坦驻华大使赛义多夫、塞内
加尔驻华大使恩迪亚耶、阿塞拜
疆驻华大使泽伊纳利、布隆迪驻
华大使姆巴祖穆蒂马、尼日利亚
驻华大使吉达、乌干达驻华大使
基永加、加蓬驻华大使恩东、芬
兰驻华大使肃海岚、荷兰驻华大
使高文博、爱尔兰驻华大使李修
文、巴拿马驻华大使施可方、比
利时驻华大使马文克、卢森堡驻

华大使俞博生。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

新，请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
人和人民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
指出中国政府将为各国使节履职提
供便利和支持，希望使节们为增进
各国同中国友谊、推动双边关系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积极评价
中国同各国友好关系，指出中国愿
同各国增强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
作，扩大友好交往，推动双边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中国和
各国人民。

各国使节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
人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各国
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珍视人民
间友谊，希望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进一步深化双方互利合
作。使节们对出使中国深感荣幸，
表示愿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
信任、促进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作
出最大努力。

习近平接受十四国
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9月13日，市民在上海杨浦区
通过信用智能借书柜借阅图书。

近日，多个信用智能借书柜亮
相上海街头，市民可凭借支付宝里
的芝麻信用分免押金借还书，操作
方便简单。

（新华社发）

信用智能借书柜
亮相上海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13 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
院第四次大督查情况和重点政策
措施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持续
狠抓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促进经济
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更大成效。

会议指出，督查是政府完善
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政策执行力
的重要举措。会议要求，一要对
发现的问题抓紧整改。坚定不移
去过剩产能，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要彻底清查未纳入

“地条钢”清单的落后钢铁产能，
一旦发现从严处理，并严肃问
责，防止死灰复燃。相关部门要
抓紧出台措施，整治一些行业协
会商会学会等存在的重复、偏高
和过度收费，坚决取缔违规收
费。商务部要尽快提出进一步促
进利用外资的措施。发展改革委
要牵头对解决部分中央预算内投
资项目调整不规范导致资金闲
置、推动项目施工图联合审批等
拿出办法。二要推广督查中发现
的各地在深化“放管服”改革、
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创业创新、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典型

经验做法。三要对督查中各地提
出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采纳。对
涉及法规制度立改废的要深入研
究，对可以立行立改的要尽快落
实。会议强调，以上督查整改情
况年底前要向国务院汇报。要建
立重大决策部署常态化督查督办
和激励问责机制，以改进政府作
风、提高行政效能的更大成效，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指出，开展第三方评估
对提高公共政策绩效具有把脉会
诊和促进完善的积极作用，是督
查工作的重要补充。受国务院委
托，全国工商联、国家行政学院
采取实地走访、座谈等方式，对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民
间投资等重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了第三方评估。评估表明，
实施上述政策，对推动经济发展
和结构转型升级、增强内生动
力、扩大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评估报告还对完善政策、优化环
境、加强统筹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建议。会议要求，要运用好评估
成果。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
门，认真梳理研究提出的问题和
建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情况和重点政策
措施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

■持续狠抓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促进经济发展
和民生改善取得更大成效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
者查文晔 刘欢 赵博） 国台办
发言人安峰山 13日就台湾居民李
明哲相关案件评论表示，大陆是
法治社会，任何人在大陆都要遵
守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秩序，触
犯法律都要受到法律追究。任何
利用此案进行政治操作、影响或
诋毁大陆依法办案、攻击大陆政
治和法律制度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安峰山是在当天举行的国台
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
问时作上述表示的。他介绍说，9
月 11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了大陆居民彭宇

华、台湾居民李明哲颠覆国家政
权案。在该案侦查、审理过程
中，大陆办案机关一直严格按照
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办案，被告
人及家属的诉讼权益得到了充分
维护和保障。大陆办案机关依法
通知被告人家属参加庭审旁听。
庭审结束后，应被告人家属请
求，法庭安排李明哲与母亲、妻
子会见。对庭审的有关情况，岳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新浪微博
进行了全程视频和图文播报，新
华社等大陆媒体在庭审后作了相
关报道。一些台湾媒体也全程报
道了庭审情况。

国台办谈李明哲案：

借此案攻击大陆
政治法律制度的企图是徒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