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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6月9日电（记者刘
华 张志龙） 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同
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巴特
图勒嘎在青岛举行中俄蒙三国元首
第四次会晤。习近平主持会晤。三
国元首全面总结三方合作进展和成
果，共同规划下一阶段优先任务和
方向。

习近平指出，中俄蒙三国元首
举行首次会晤3年多来，三国围绕中
方“一带一路”建设、俄方发展战
略特别是跨欧亚大通道建设、蒙方

“发展之路”倡议相互对接这条主
线，依托互为邻国的地缘优势，推
动 合 作 逐 步 深 入 ，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果。中俄蒙三国毗邻而居，互为传
统战略伙伴，开展合作有天然优势
和良好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
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的今天，三方
要合力走出互利共赢、融合发展的
普惠之路，塑造邻国之间的合作典
范。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中俄蒙
三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
加 大 相 互 支 持 ， 尊 重 各 自 核 心 利
益，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从政
治上把握好三方合作大方向。要以
推动重点合作事项为龙头，带动全
面合作，围绕落实 《建设中蒙俄经
济走廊规划纲要》，着力推动经济走
廊建设，积极探讨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等领域合作，推进三国毗邻地区
次区域合作。要扩大在上海合作组
织框架内协调和配合，提升蒙方同
上海合作组织关系水平，欢迎蒙方
更加深入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合作。

普京表示，俄中蒙深化合作很
重要。很高兴俄中蒙三方合作正稳
步推进。俄方赞同加强三方交通运
输 、 基 础 设 施 、 海 关 和 旅 游 等 合
作，便利贸易和人员往来。三国应
当更加密切人文交流。

巴特图勒嘎表示，与中、俄两
个永远的邻国发展友好合作是蒙古
国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俄共同
努力，落实三方合作共识，尽快启
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推进基础
设施、能源运输等合作。

习
近
平
主
持

中
俄
蒙
元
首
第
四
次
会
晤

新华社青岛6月9日电（记者
侯丽军 苏万明） 国家主席习近平
9日在青岛会见巴基斯坦总统侯赛
因。

习近平祝贺巴基斯坦首次以正
式成员身份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
会。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关
系发展势头良好。中巴全天候战略
合作不仅是中巴两国宝贵财富，也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范例。
中方高度重视中巴关系，愿同巴方
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加强各
领域友好往来，稳步推进中巴经济
走廊建设以及“一带一路”框架下
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提升反恐安全合作水平，推动两国
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将继续坚定
支持巴基斯坦维护国家独立、主
权、领土完整，支持巴基斯坦自主
选择发展道路。中方会一如既往同
巴基斯坦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
上相互坚定支持，维护两国乃至发
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侯赛因表示，中国是巴基斯坦
可靠朋友和坚定伙伴，巴中关系不
可动摇。巴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愿继续同
中方保持高层交往，深化经贸、安
全等各领域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切
协调。巴基斯坦支持中国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相信这对维护
全球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

新华社青岛6月9日电（记者
侯丽军 席敏） 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日在青岛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
尔济约耶夫。

习近平指出，中乌是安危与共
的好邻居、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合
作共赢的好伙伴。近年来，中乌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
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正在得到很
好的落实。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乌方也颁布和实施
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方愿在国家
改革振兴道路上同乌方发展全天候
友谊，实现共同繁荣。

习近平强调，乌兹别克斯坦是
最早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国家。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双方要抓住机遇，挖掘潜力，
稳步发展双边贸易，深化产能、投
资、互联互通等合作，加强执法安
全合作，拓展人文交流。

米尔济约耶夫表示，当前乌中
关系全面发展并达到历史最好水
平。我同习近平主席达成的乌中合
作共识得到落实，给乌兹别克斯坦
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乌兹
别克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决支持中国打击“三股势力”的
努力，愿深化同中国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加强在本
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

新华社青岛6月9日电（记者
刘宝森 朱超） 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日在青岛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
蒙。

习近平指出，中塔睦邻友好，
长期以来真诚相待，开展了富有成
效的互利合作。中塔都处在实现国
家发展复兴的关键阶段，两国要继
续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携手应对
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不断深化两
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让中塔友好
事业更广泛惠及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
路”已经成为中塔合作的主线。下
阶段，双方要推动贸易平衡发展，
深化金融和投资合作，扩大互联互
通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在安全领
域继续深化打击“三股势力”和跨
国有组织犯罪。中方支持塔方今年
接任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主席国，愿协助塔方筹备好亚信峰
会。

拉赫蒙表示，塔方珍视同中方
的传统友谊，高度评价中方长期以
来对塔吉克斯坦经济社会发展的帮
助。塔吉克斯坦坚守一个中国政
策，坚定打击“三股势力”，致力
于推进两国全面合作，密切在本地
区事务中协调配合，愿将塔 2030
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拓展两国基础设施、农
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塔方赞同，
当前国际形势越是复杂变化，我们
越要弘扬“上海精神”。

新华社青岛6月9日电（记者
徐冰 温馨） 国家主席习近平 9日

在青岛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指出，一个多月前，我

同总理先生在武汉成功举行非正式
会晤，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和国际
社会都对这次会晤予以积极评价，
关注和支持中印关系发展的积极氛
围正在形成。中方愿同印方一道，
以武汉会晤为新起点，持续增进政
治互信，全面开展互利合作，推动
中印关系更好更快更稳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印在落实武汉
会晤共识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早期收
获。双方要再接再厉，加紧落实，
保持战略沟通，拓展经贸合作，推
进人文交流，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
协调合作。

习近平表示，欢迎印方首次作
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出席元首
理事会会议。中方愿同印度等成员
国一道，共同弘扬“上海精神”，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健康稳定发展。

莫迪表示，不久前我同习主席
在武汉的非正式会晤非常成功，也
非常重要，进一步坚定了我对发
展印中关系的信心，必将成为印
中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印中合作
对世界和平繁荣至关重要。印方
愿在武汉非正式会晤基础上推动
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印度作
为新成员，愿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发
挥积极作用，支持中方成功举办青
岛峰会。

会见后，习近平和莫迪共同见
证了有关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习近平分别会见多国领导人

6月9日至10日，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在山东青岛召开。这是9日晚在青岛举行的 《有朋自远方来》 灯光
焰火艺术表演。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记
者侯雪静）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龙 9日
说 ， 我 国 已 拥 有 52 项 世 界 遗
产。其中，自然遗产 12 项，自
然与文化双遗产 4项，数量均居
世界第一，总面积达 6.8 万平方
公里，有效保护了一大批珍贵独
特的自然文化遗产资源。

张 建 龙 是 在 此 间 举 办 的
2018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大会
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张建龙说，我国自 1985 年
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公约》以来，积极履行公约，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遗产保护事
业发展。经过 30 多年的不懈努
力，我国建立了中央、地方和遗
产地三级管理机构和队伍，形成
了行之有效的规划、建设、管
护、监测、执法等综合管理体
系。既维护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

丰富性，又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就业增收，还
为全球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张建龙强调，根据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方案，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
等自然保护地归口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统一管理，赋予了林业和草
原部门新的重大使命，要进一步
加强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推
动我国自然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
展。下一步，要全面加强遗产资
源保护，维护遗产地的完整性和
原 真 性 。 努 力 提 升 申 报 管 理 水
平。积极引导公众参与保护。深
入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认真履行
遗产公约，为全球遗产保护管理提
供中国方案。

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去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时间为每
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数量
居世界第一

新华社青岛6月9日电
记者 谭晶晶 张旭东 白瀛

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绚烂的焰
火腾空而起，点亮无垠的夜空，如
同“上合之光”在辽阔的天宇绽
放。

9 日，青岛，这颗镶嵌在黄海
之滨的明珠，见证上海合作组织着
眼未来发展的历史性时刻。

“让我们以青岛峰会为新的起
点，高扬‘上海精神’的风帆，齐
心协力，乘风破浪，共同开启上海
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

当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青岛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宴会，欢迎出席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的上合组织
成员国、观察员国领导人以及国际
组织负责人。

这是上合组织扩员后举行的首
次峰会，也是今年中国主场外交的
一大盛事。上合组织峰会再次回到
始发地中国，向历史致敬，朝未来
进发，高举“上海精神”的旗帜，
在全球发展的激扬跌宕处谱写友谊
与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
新篇章。

浮山湾畔，繁星点点，海风轻
拂。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外
形好似海浪中的帆船，乘风远航。

晚7时10分许，上合组织成员
国、观察员国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
负责人相继抵达。

迎宾大道上，浓烈鲜艳的灯光
红毯随着车队的行进渐次铺展。欢
快的音乐响起，青少年学生挥舞手
中的国旗、花球和荧光棒，热情欢
呼，载歌载舞迎接远道而来的贵
宾。

在巨幅工笔画 《花开盛世》

前，习近平与外方领导人合影留
念。

悠扬的迎宾曲中，宾主步入宴
会厅。大厅里，灯光璀璨，鲜花吐
蕊。巨幅油画《崂山胜境》中，山
河壮丽，朝霞似锦，恰似芳华正茂
的上合组织，生气蓬勃。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各方期待聆听“上合声音”“上合
方案”，为破解发展难题带来新动
能，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创
新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
熠熠生辉。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儒
家思想倡导的“和合”理念与互
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
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
神”相融相通。

“在‘上海精神’引领下，本
组织不仅在安全、经济、人文等合
作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在机制建设
方面也迈出历史性步伐。”习近平
在致辞中说。

17 载风雨同舟，上合组织走
出了一条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
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之路，奏响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和谐家
园的宏伟乐章。如今，已发展成为
人口最多、地域最广、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综合性区域组织的上合组
织，从这里开启新时代的新征程。

宾朋欢聚，为辉煌成就喝彩；
宾主互动，祈愿更加美好未来。

宴会后，习近平同贵宾们一同
来到宴会厅外观景平台，观看灯光
焰火艺术表演。

夜幕下的浮山湾，松涛阵阵，
海浪声声。

以天为幕，以海为台，以城为
景。水幕舞台上的半透明巨幅环幕

将虚拟的投影与远处错落有致的城
市楼宇融为一体，如梦如幻。

舞台中心的地球造型球体屏幕
上，上合组织的徽标闪耀，上合大
家庭成员一一“亮相”，拉开了灯
光焰火艺术表演的序幕——

演出以孔子名言“有朋自远方
来”为主题，分为 《天涯明月》

《齐风鲁韵》《国泰民安》《筑梦未
来》《命运共同体》五个篇章。

这是上合组织协力同行的颂歌
——

大屏幕上，上合组织 8个成员
国和 4 个观察员国的名字以中、
俄、英三种语言一一展现，各国首
都代表性建筑依次浮现，画面最终
定格于此次峰会举办地青岛。上合
组织的发展历程如同一幅画卷，呈
现世人面前。

作为迄今唯一在中国境内成
立、以中国城市命名、总部设在中
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
织成立伊始就引起世界关注。从黄
浦江畔到黄海之滨，上合之路于中
国起步，又再次从这里出发。

彩云层叠，灯影摇曳。《梅花
三弄》的悠扬曲调响起，一群少女
化身嫦娥拂袖而入，将人们带入了
波心荡月的水天长卷，呈现出上合
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时”的美好意境。

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代表性建筑
轮廓线在屏幕上闪烁，让人仿佛置
身实地领略风采。

这是“中国梦”灿烂瑰丽的
画卷——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 ？ 有 朋 自 远 方 来 ， 不 亦 乐
乎？……’”稚嫩的童声，将《论
语》经典名句传诵。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代代相传。
长袖如云，古乐和鸣。
屏幕上，衣袂飘扬的古人在苍

遒的松柏下谈书论道，孔子端然而
坐喜迎宾朋……中国儒家传统文化
和好客山东的东道主情怀感染着远
方来客。

《沂蒙山小调》 的熟悉旋律响
起，来自五大洲的孩子们放飞造型
各异的风筝。胶州秧歌、鼓舞、剪
纸、农民画、泰山、黄河……舞台
上、屏幕中山东省的文化遗产和风
景名胜，将丰富多彩、内涵深厚的
齐鲁文化呈现给世界。

一幅幅中国卷轴画在屏幕上徐
徐展开——牡丹花开，国色天香；
群峰巍峨，山高水长。寓意盛世中
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主题曲 《国泰民安》 歌声中，
中国日新月异、人民安居乐业的场
景迭现：港口吞吐、白帆竞发、山
清水秀的生态家园、中华儿女的生
动笑脸……魅力华夏，闪耀世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激
励各族人民携手同心，砥砺奋进。

这是“世界梦”美美与共的华
章——

屏幕上投影出浩瀚宇宙、蔚蓝
地球，绚丽的激光营造出深邃神秘
的太空和人类梦想的美好家园。宇
航员开启太空之旅，探索宇宙奥
秘。

航天飞船、基因组、互联网
……屏幕上呈现的前沿科技，刷新
着观众的视觉享受。作为全球科技
创新版图上的重要力量，上合组织
通过科技创新合作，筑梦未来，点
亮梦想。

宇航员双手托起上合组织的会
徽，在星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一群和平鸽从屏幕上的生命之
树腾空，瞬间幻化为焰火，飞向天
际。上合组织，这支欧亚大陆和平
发展的重要力量，将插上梦想的翅
膀腾飞逐梦，展翅翱翔。

流光溢彩添华锦,火树银花不
夜天。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
曲》的旋律在海空中回荡。翠绿的

“ 春 ”、 火 红 的 “ 夏 ”、 金 黄 的
“秋”、雪白的“冬”——展现四季
更迭的焰火绽放在空中，倒映在海
面，宛若盛开的朵朵莲花，传递出
各方对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美好憧
憬，对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永恒愿望。

从浮山湾畔眺望大海，于时代
潮头注目远方，不远处，一座灯塔
将上合之帆的未来航程照亮。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
道上，“中国梦”与“世界梦”交
相辉映。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关键节点，青岛峰会将为上合
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力量，续写维
护地区安全与繁荣、共建人类美
好家园的崭新篇章。

上合之光辉映“中国梦”与“世界梦”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欢迎晚宴及灯光焰火表演侧记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记
者高敬） 生态环境部将于6月11
日启动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
督查。此次强化督查将持续到明
年 4 月底，共计动用约 1.8 万人
次，覆盖京津冀及周边、长三
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

生态环境部环境监察局负责
人表示，当前这些重点区域空气
质量继续改善，但个别地区污染
仍然较重。京津冀地区仍然是全
国环境空气质量最差的地区，河
北、山西、天津、河南、山东 5
省市优良天气比例仍不到 60%。
汾渭平原更是近年来大气污染不
降反升，反弹比较厉害的区域。

他介绍，强化督查从 2018
年 6 月 11 日开始，持续到 2019
年 4 月 28 日结束，共动用约 1.8
万人次，主要从地方环保系统和
生态环境部直属单位抽调。强化
督查将覆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26”城市；汾渭平原 11 城
市，包括山西省吕梁、晋中、临
汾、运城市，河南省洛阳、三门

峡市，陕西省西安、咸阳、宝鸡、
铜川、渭南市以及杨凌示范区；长
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
江省、安徽省。

据介绍，强化督查将突出重点
区域、重点指标、重点时段和重点
领域，围绕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 4项重点任务
开展。主要检查“散乱污”企业综
合整治、工业企业环境问题治理、
清洁取暖及燃煤替代、燃煤锅炉综
合整治、运输结构及方式调整、露
天矿山综合整治、扬尘综合治理、
秸秆禁烧管控、错峰生产落实、重
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落实、群众投诉
的突出环境问题办理等情况。

这位负责人说，对工业企业环
境违法问题集中、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整体推进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
且大气污染问题十分突出的城市，
生态环境部将进行挂牌督办或公开
约谈。对大气污染严重、重污染天
气频发、环境质量改善达不到时序
进度甚至恶化的城市，适时开展中
央环保专项督察。

覆盖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等区域

蓝天保卫战
重点区域强化督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