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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越南岘港11月12日电
记者 郝薇薇 霍小光

北京-岘港，从层林尽染踏
进绿意葱茏。11 月 10 日至 11 日，
应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邀请，国
家主席习近平赴越南岘港出席亚
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

中共十九大后，中国最高领导
人首次亮相国际多边舞台，世界目
光紧紧追随。面对世界经济深层次
重大变化，亚太合作如何抓住新机
遇、迎接新挑战？各方热切期盼聆
听中国声音，阅读中国方案。

中国道路，展现发展魅力

临海而建的阿里亚纳会展中
心熙熙攘攘。11 月 10 日，亚太经
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进入最重
要的一天——习近平主席将出席
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可容纳 2000 多人的会议厅
座无虚席。14 时 20 分许，习近平
主席健步走进会场。全场起立，用
热烈的掌声欢迎习近平主席。习
近平主席面带笑容，向大家挥手
致意。

邀请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
国领导人发表演讲是亚太经合组
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传统。这一
次，考虑到习近平主席的行程安
排，越方特意将会议日程延后。

当主持人邀请习近平主席发
表演讲时，现场爆发出一阵欢呼
声。

“岘港是个美丽的地方，一下
飞机，一路走过来，感觉心旷神
怡。”轻松亲切的开场白，瞬间拉
近了同亚太工商界朋友的距离。

题为《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
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的演
讲，紧紧抓住了听众的心。

35分钟，17次掌声！
这掌声，为习近平主席宣介

的中国过去 5年历史性成就而响
起——

“5年来，又有 6000多万贫困
人口稳定脱贫……这一成果来之
不易，我们为之感到自豪。”

“过去 4年，中国经济平均增
长率为 7.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平均贡献率超过 30%，成为世界
经济的主要动力源。”

这掌声，为习近平主席宣示
的中国未来发展前景而响起——

“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未来 15 年，中国市场将进
一步扩大，发展将更加全面。预计
将进口 24 万亿美元商品，吸收 2
万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
资总额将达到2万亿美元。”

“明年 11 月，我们将在上海
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将为各方进行开辟中国市场的
合作搭建新平台。”

这掌声，为习近平主席阐明
的中国发展新征程而响起——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持续释
放发展活力的新征程；

这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方
式的新征程；

这是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
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征程；

这是以人民为中心、迈向美
好生活的新征程；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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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掌声，为习近平主席展现
出的深厚人民情怀而响起——

“让所有贫困人口脱贫，是中
国政府对人民作出的承诺，也是
我牵挂最多、花精力最多的一件
事情。”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习近平主席讲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13 亿多中国人，一
个都不能少！”这句铿锵有力的话
语，引起全场最强烈的共鸣。

中国道路，世界回响。
习近平主席演讲结束时，在场

听众又一次热烈鼓掌、欢呼，很多人
举起手机摄像拍照，记录下这难忘
的时刻。

专程前来聆听习近平主席演讲
的秘鲁总统库琴斯基感叹：“治理国
家并非易事，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包
容性发展等治国理念，对贫困人口
具有非凡意义。”

韩国总统文在寅同习近平主席
会见时说：“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建成
让所有人享受安康富饶生活的小康
社会，让我感受到真正为人民着想
的情怀。”

越南总理阮春福，因即将启程
出席东盟峰会，无法在首都河内迎
接习近平主席对越南进行国事访
问，这次专程赶来岘港，同习近平主
席见面。他祝贺中共十九大确立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导地位，祝贺习近平同志再次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后，千余份
贺电贺函如雪片般从世界各地飞至
北京。一封封热情真切的信函中，习
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被屡屡提及。

亚太经合组织岘港会议期间，
与会领导人纷纷当面向习近平主席
表示祝贺，表达对中国道路和中国
成就的认可和尊重。

无论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还是工商领导人峰
会、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
习近平主席抓住各种时机，阐释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
位、基本方略、发展蓝图，宣介中国
发展给亚太和世界带来的新机遇。
中国道路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中国方案，助力亚太繁荣

山茶半岛，原始森林满山遍野。
习近平主席乘车盘山而行。

11月11日，坐落在半岛山坳里
的洲际酒店敞开大门，迎接出席亚
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
方贵宾。

会议中心大厅，深黄色背景板
格外醒目，一朵朵绽放的莲花象征
美好与永恒。

拾级而上，习近平主席走进大
厅，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热情迎接。
两位领导人握手寒暄。

过去一年，习近平主席同陈大
光主席 2 次见面，就亚太经合组织
岘港会议交换意见。越方多次对中
方较早确认习近平主席参会以及在
整个会议筹备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表
示高度评价。

10时30分许，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正式
开始，习近平主席首先做引导性发
言。

两个维度，为亚太合作共赢描
绘新前景。

——历史维度，主题词是开放。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以来，经济

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亚太经济合作
一直走在全球前列。

28 载春秋，亚太和世界在斗转
星移中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
在亚太和全球发展合作面临新的难
题和挑战的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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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今年 1月在达沃斯
论坛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已经
给世界吃了一颗“定心丸”，今天再
度以铿锵有力的语言告诉亚太伙伴
要“不忘初心”：

“我们应该不忘初心，深入推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开
放型经济，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
制，引导经济全球化再平衡。”

法新社评论说，习近平在岘港
的讲话，给出了中国“作为世界贸易
新领军者的证明”。

——未来维度，主题词是创新。
前一日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

中，习近平主席以增长动能、全球发

展方式、经济全球化进程、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的 4个“深刻转变”精准把
脉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深层次重大
变化。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作为全
球经济最大板块，亚太如何继续保
持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地位？

习近平主席指明方向：
“创新是撬动发展的第一杠

杆。”“我们要推动科技创新和制度
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最大限度
释放发展潜能。”

自 1991 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大家庭，中国一步步走近亚太合作
舞台中央。过去 5 年，互联互通、创
新发展、亚太梦想、亚太命运共同体
……一项项中国倡议成为亚太经合
组织核心议程。

岘港会议，以“打造全新动力，
开创共享未来”为主题，更是与中国
理念一脉相承。

两个倡议，看出中国方案的分
量。

一个是亚太自由贸易区。
“3 年前的今天，我们在北京共

商亚太合作大计。中国人常说，3年
有成。”

3 年前，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
议作出开启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
历史性决定，批准了《北京路线图》。
岘港会议，习近平主席再次呼吁：

“要按照商定的路线图，坚定推进亚
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开放中实现
亚太新一轮大发展。”

岘港会议发表宣言，重申致力
于全面系统推进并最终实现亚太自
由贸易区，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进程。

一个是“一带一路”。
亚太经合组织岘港会议期间，

“一带一路”成为热词。在与东盟领
导人对话会上，柬埔寨、老挝、缅甸、
泰国等国领导人高度赞赏“一带一
路”倡议，表示愿积极参与相关合作。
泰国总理巴育表示，希望加强东部经
济走廊同“一带一路”建设对接。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同习近
平主席会见时说，“一带一路”倡议是
一个伟大构想。他把习近平主席称为
新时代的马可·波罗。习近平主席回
应说：“我们可以一起创造历史。”

碧海青山，风景如画。11 日中
午，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经济体领
导人走出会场，沿着生机盎然的小
径，来到洲际饭店会议中心露台合
影。习近平主席站在东道主陈大光
主席右侧，面向各国记者的镜头挥
手致意。

亚太合作定格“岘港时刻”。中国
同亚太携手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

中国行动，构建美好世界

从习近平主席日程安排的密集
程度，可以看出中国运筹外交的大
格局和行动力。

抵达岘港前晚，习近平主席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到访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举行宴会。翌日清晨，习近平
主席便动身前往越南。几个小时后，
他的身影就出现在了岘港阿里亚纳
会展中心。

44个小时“岘港时间”，17场活
动密集排开。从双边到多边，从大国
关系到周边外交，从中国发展到亚
太合作，虽是一次例行国际会议，中
国外交大放异彩，让世界感受到中
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独特魅力。

过去 5 年，在习近平主席引领
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中
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明显
提升。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对
新时代中国外交作出顶层设计，提
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
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

岘港会议，习近平主席再次向
世界亮明中国外交大方向：

“我们将秉持正确义利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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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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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言之，身必行之。”10 日下
午，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与东盟领导人对话会。这是
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多边框架内
同东盟进行集体对话，凸显与邻为
善、以邻为伴的诚意。

一为情谊。中柬是情同手足的
兄弟，中老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同
志、好伙伴，中缅“胞波”情谊源远流
长……今年 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同老
挝国家主席本扬、柬埔寨首相洪森、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分别会晤。
这一次，在国际多边场合还要见一
见、谈一谈。

二为未来。今年是东盟成立 50
周年，明年将迎来中国－东盟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 15周年。特殊时间节
点，习近平主席心系中国－东盟关
系发展前景：打造更高水平的中
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为
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
展现大气魄。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
展的大国关系框架，需要大手笔。

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习近平
主席盛情接待，厚植两国友谊，引领
中美关系走向更好未来。在亚太经
合组织岘港会议期间，特朗普多次
提到中国之行：我同习近平主席的
会晤成果丰硕，我们一起度过了一
段永生难忘的美妙时光。

出席岘港会议的许多政要，对
中美关系开启新篇章表示欢迎，纷
纷表示世界上没有比中美两国处好
关系、搞好合作更重要的事情。

中俄关系在习近平主席的外交
大格局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位
置。

来到岘港，习近平主席首场双
边会见就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这是中俄元首今年第五次会晤。两
位领导人不约而同以“很高兴再次
见到老朋友”开场。

习近平主席说，中俄建立和发
展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树立了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的典范。普京总统回应，
发展俄中关系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
优先方向。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一帆风顺。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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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怎样的姿态应对错综复杂的
国际关系，体现出作为大国领导人
所应具有的意志和智慧。

亚太经合组织岘港会议期间，
习近平主席分别同韩国总统文在
寅、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等人举行
会晤。

会见文在寅时，习近平主席强
调，当前中韩关系正处于关键时
期，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维护政治互信，加强沟通
和协调。文在寅用韩国俗语“雨后土
地更结实”和中国诗句“梅花香自苦
寒来”表达了希望通过加倍努力挽
回两国之间“失去的时间”的强烈愿
望。

会见杜特尔特时，习近平主席
回忆说，从去年10月以来，我同你4
次见面，体现中菲两国关系的亲密
程度。睦邻友好是中菲关系必须坚
持的正确方向。杜特尔特表示，菲律
宾视中国为真诚朋友，感谢中方对
菲给予的各种帮助。菲方愿同中方
一道，按照双方达成的共识，通过双
边渠道妥善处理好海上问题。

习近平主席还安排时间，同智
利总统巴切莱特一道出席了中智自
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签字仪式，
亲力亲为推动中智务实合作。

一次次握手寒暄，一次次深入
交谈，习近平主席引领中国为世界
拓开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
结盟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

中国大发展，亚太大繁荣。中
国，正携手亚太踏上新征程。

携手踏上
亚太繁荣发展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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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最非凡的成功，不是超越别
人，而是战胜自己；最可贵的坚
持，不是久经磨难，而是永葆初
心。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
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习近
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话
语，既是豪迈的宣示，也是深沉的
鞭策。从 5年前同中外记者见面谆
谆告诫“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到
这次语重心长强调“大就要有大的
样子”，始终贯穿不忘初心的情
怀，饱含不负使命的决心。

96 年前那个诞生于上海石库
门、党员总数不足 60 人的新生政
党，已发展壮大为一个拥有 8900
多万党员、领导 13 亿多人口大国
的世界第一大党。如果说，把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人类史上从未
有过的宏伟事业；那么，让一个党
员人数比许多国家人口数量都多的
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是世
界级挑战。以世界大党的样子引领
新时代，以世界大国的胸襟奔向新
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激励我
们，中国共产党有创造奇迹的意
志，有自我革命的决心。立志大国
大党，以身许党许国，重任在兹，
舍我其谁？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何谓其
大？在斯诺笔下，“坚忍卓绝，任
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党的样
子是“兴国之光”，是大抱负。在

《共产党人》发刊词里，“使党铁一
样地巩固起来”，党的样子如磐石
之坚，是大担当。进入新时代，5
年全面从严治党，党的面貌“一年
一个样，五年大变样”，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
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书写了我们党的大贡献。

“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党的十九大庄严阐述中国所处历史
方位和历史使命，展现我们党的大
视野。“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
的维护者”，铿锵誓言见证为人类
进步事业奋斗的大格局。“中国共
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不变信念
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胸怀天下的
大境界。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如何成
其大？打铁必须自身硬。“永远做
人 民 公 仆 、 时 代 先 锋 、 民 族 脊
梁”，我们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为新时代共产党人赋予的新内
涵。“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
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
康肌体的病毒”，我们要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
新要求。面对党员结构发生的历史
性变化，如何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
纵深？面对新思想开启的新征程，
怎样才能让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直面这些新课题，我们党才能
经得起风浪考验，始终保持一个大
党的风范，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
心。

“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真
正 成 为 世 界 上 最 强 大 的 一 个 政
党”，习近平总书记曾如此殷殷勉
励。我们是大国执政的大党，党的
样子不仅关系党的命运，而且关系
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
命运。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们党也将为迎接下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开启新征程。愿复兴路
上的“强党方略”，为我们锻造世
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带领人民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载 11 月 13 日 《人 民 日
报》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⑥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河内11月12日电（记
者孟娜 蒋国鹏）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日在河内
出席越中友谊宫落成移交仪式暨河
内中国文化中心揭牌仪式。

习近平抵达友谊宫时，中资企
业代表和越南青年列队欢迎，越南
国会主席阮氏金银在入口处迎接。

在阮氏金银陪同下，习近平来
到仪式现场。越中友谊宫落成移交
仪式开始。现场播放友谊宫项目介
绍视频短片。习近平和阮氏金银走
上主席台。习近平向阮氏金银移交
项目“金钥匙”。河内中国文化中
心揭牌仪式开始。习近平和阮氏金
银共同为中国文化中心揭牌。在阮
氏金银陪同下，习近平在友谊宫内
欣赏中越友谊艺术浮雕，参观大剧

院。
参观后，习近平和阮氏金银同

现场的中越友好人士亲切握手寒
暄，鼓励他们多为加强两国友好交
往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越中友谊宫项目位于河内市，
总建筑面积约1.38万平方米，是中
国对越南援助的标志性工程。河内
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派驻越南的官
方文化机构。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中方
陪同人员，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
武文赏，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民运部部长张
氏梅，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志
明国家政治学院院长、越中友协主
席阮春胜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出席越中友谊宫
落成移交仪式暨河内
中国文化中心揭牌仪式

据新华社河内 11 月 12 日电
（记者陈贽 韩墨）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日在河内
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两年
后再次访问越南。通过此访，我再
次深感中越友好源远流长，中越合
作前景广阔。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
越关系，愿同越方继续秉承长期稳
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
作的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
志、好伙伴的精神，推动中越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
展。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国家，两国传统友谊在两国人民
长期的和睦相处中生根发芽，在两
国携手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
斗争中得到升华，在双方推进改革
和革新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深化。新
形势下，中越双方要弘扬传统，继
往开来，保持高层接触，加强战略
沟通，互学互鉴治党理政经验，扩
大各领域互利合作。

习近平高度评价中国全国人大
同越南国会的友好交往。习近平指
出，两国立法机构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加强两国

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桥梁。
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既增进了相互了
解和友谊，也丰富了中越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内涵。两国立法机构
要加强各层级交流合作，相互借鉴
治国理政和立法监督方面的有益经
验，要在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方
面多做工作，为夯实中越关系民意
基础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阮氏金银介绍了中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关经验。

阮氏金银表示，热烈欢迎习近
平主席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习主
席两年前访问越南时在越南国会的
演讲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祝贺中共
十九大圆满成功，相信在习主席
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一定会取得成功。越南始终铭记
中国对越南国家解放和发展事业
的大力支持，把发展稳定的越中
关系作为对外工作的优先方向。
越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密切沟通，
推进各领域合作，增进人民友好。
越南国会在推进革新的进程中，愿
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互鉴，
并共同努力，为深化越中友好关系
作出贡献。

习近平会见
越南国会主席

【上接第1版】
双方同意按照两党两国领导

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妥善处理海
上问题，稳步推进包括共同开发
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海上合作，共
同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
定。

双方同意加强在联合国、世

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亚欧
会议、中国－东盟、澜沧江－湄公
河合作等国际和地区框架内的配
合。中方祝贺越方成功主办亚太经
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各方一
道，为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促进地区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
了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
圈”合作备忘录以及产能、能源、
跨境经济合作区、电子商务、人力
资源、经贸、金融、文化、卫生、
新闻、社会科学、边防等领域合作
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阮富仲在主席府广场

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当晚，习近平出席了阮富仲和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河内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

习近平是在岘港出席亚太经合
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后抵达河内，开始对越南社会主义
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