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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消息 国家主席习
近平 7 月 16 日同阿富汗总统加尼通
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阿富汗是
传统友好邻邦，始终相互理解、相
互帮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两国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深
化了两国友谊与合作。中方愿继续
为阿方抗击疫情提供支持和帮助。
希望阿方加强对在阿中国公民和机
构的安全保护。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阿
富汗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
土完整。这符合阿富汗人民和本地
区国家的利益。中方始终认为，政
治对话是阿富汗实现民族和解和持
久和平的根本办法，将继续支持

“阿人主导、阿人所有”原则，支
持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支持阿富
汗早日和平重建。中方乐见阿富汗
政府和国内各派近期德黑兰会谈取
得积极共识，希望和谈双方以阿富
汗人民利益为重，通过谈判早日达
成政治解决方案。中方将一如既往
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月 16 日同马
尔代夫总统萨利赫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马建交以来，
双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树立了大
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
2014 年，我对马尔代夫进行国事访
问，双方决定构建面向未来的全面
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关系得到
了巩固和发展。明年是中马建交 50
周年，中方愿同马方开展形式多样
的庆祝活动，加深两国人民友好情

谊，推动中马关系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中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
助。中方愿继续为马方抗击疫情提
供疫苗等支持，助力马方战胜疫
情。希望马方关心在马中方人员的
安全和健康。中方愿同马方继续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两国
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应加强在
多边场合相互支持，维护国际公平
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月 16 日同蒙
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中蒙是山水相连
的友好邻邦，两国关系保持着良好
发展势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两国携手抗疫，涌现出“羊来茶
往”的感人佳话，深化了两国人民
友谊。中方愿为蒙方抗击疫情继续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当前形势
下，中蒙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双方
应该相互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
整，相互尊重两国人民自主选择的
发展道路，相互照顾和支持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丰富中蒙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发挥毗邻
优势，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草原之路”倡议对接，加强矿
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领域合
作。中方愿进口更多蒙古矿产品和
农牧产品。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协调
合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
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分别同阿富汗、马尔代夫、
蒙古国总统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7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 44 届
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
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
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
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强调，中国践行新发展
理念，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

责的精神，认真履行 《保护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断提高遗
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中国愿同世界
各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加
强交流合作，推动文明对话，促进
交流互鉴，支持世界遗产保护事
业，共同守护好全人类的文化瑰宝
和自然珍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当日在
福建省福州市开幕，大会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主办、中国承办。

习近平向第44届
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

尊敬的阿德恩总理，
各位同事：

很高兴出席这次会议。感谢阿
德恩总理和新西兰政府为这次会议
作出的努力。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
复，病毒频繁变异，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世界经济脆弱复苏。同
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共
同应对挑战的呼声更加强烈。

亚太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
长，是亚太各成员当前最重要的任
务。疫情发生以来，亚太经合组织
成员团结一心，积极开展抗疫合
作，亚太地区经济率先形成恢复势
头，为拉动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
我 们 去 年 通 过 了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2040 年愿景，提出了建成开放、
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目
标，为亚太经济合作指明了方向。
当前形势下，我们应该加强团结合
作，努力克服疫情影响，推动世界
经济复苏。

第一，加强抗疫国际合作。疫
情再次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
村，各国休戚相关、命运与共。我
们必须团结合作、共克时艰，共同

守护人类健康美好未来。疫苗是战
胜疫情和恢复经济的有力武器。中
方一贯主张深化疫苗国际合作，确
保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
负担性，让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
品。中方克服自身大规模接种带来
的挑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5亿
多剂疫苗，未来 3年内还将再提供
30 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
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
展。中方支持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
权豁免，愿同各方推动世界贸易组
织等国际机构早作决定。中方愿积
极参与保障疫苗供应链稳定安全、
促进关键物资流通等合作倡议，采
取有效措施确保人员健康安全有序
往来，推动地区经贸合作早日恢复
正常。中方向亚太经合组织捐资成
立“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子基
金，有助于亚太经济体早日战胜疫
情、实现经济复苏。

第二，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开放融通是大势所趋。我们要推动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以
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
制。我们要拆墙而不要筑墙，要开
放而不要隔绝，要融合而不要脱
钩，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

向发展。我们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抑制负面溢出效应，全面落
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推
动数字互联互通合作。我们要推进
区域经济一体化，早日建成高水平
亚太自由贸易区。中方已率先完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准工
作，期待协定年内正式生效。

第三，坚持包容可持续发展。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
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让良好生态
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支撑，实现绿色增长。中方
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中方支持亚太经合组
织开展可持续发展合作，完善环境
产品降税清单，推动能源向高效、
清洁、多元化发展。我们要加强经
济技术合作，促进包容性贸易投
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对妇
女等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分享消
除 绝 对 贫 困 的 经 验 ， 努 力 落 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第四，把握科技创新机遇。数
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
向。全球数字经济是开放和紧密相
连的整体，合作共赢是唯一正道，
封闭排他、对立分裂只会走进死胡

同。我们要全面平衡落实亚太经合
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加
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技术
传播和运用，努力构建开放、公
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中方
已经完成数字技术抗疫、智慧城市
等多项合作倡议，还将举办数字能
力建设研讨会，推进数字技术助力
旅游复苏等合作倡议，为亚太数字
经济合作作出更多贡献。

各位同事！
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将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同世界和亚太各国实现更
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新西兰有一句毛利谚语：“当
你面向太阳，阴影终将消散。”我
们对人类合作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对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充满信心，对
人类共同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让
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携手推
进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共创共享
亚太繁荣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团结合作抗疫 引领经济复苏
——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2021年7月16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紧接第1版】 要融合而不要脱钩。
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抑制负
面溢出效应，推动数字互联互通合
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早日建成
高水平亚太自由贸易区。中方已率
先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核准工作，期待协定年内正式生效。

第三，坚持包容可持续发展。
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绿色增长。
中方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将力
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中方支持亚太经合组

织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技术合作，推
动能源向高效、清洁、多元化发
展，促进包容性贸易投资，支持中
小企业发展，加大对妇女等弱势群
体的扶持力度，努力落实 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

第四，把握科技创新机遇。全
球数字经济是开放和紧密相连的整
体，合作共赢是唯一正道，封闭排
他、对立分裂只会走进死胡同。要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构建
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

境。中方将举办数字能力建设研讨
会，推进数字技术助力旅游复苏等
合作倡议。

习近平强调，中国已经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
境 ， 推 进 高 质 量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同世界和亚太各国实现更高
水平的互利共赢。

习近平最后说，新西兰有一句
毛利谚语：“当你面向太阳，阴影终

将消散。”我们对人类合作战胜疫情
充满信心，对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充
满信心，对人类共同美好的未来充
满信心。让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
助，携手推进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
共创共享亚太繁荣美好的未来！

本次会议由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东道主新西兰倡议以视频方式召
开，主题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亚太地区如何把握机遇，合作应对
卫生危机，加速经济复苏，为未来
发展打下更好基础”。

新华社北京 7月 16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 7 月 16 日上午在中
南海紫光阁应约同巴基斯坦总理伊
姆兰·汗通电话。

伊姆兰·汗首先代表巴基斯坦
政府和人民就日前在巴发生恐怖主
义袭击事件，造成中方人员重大伤
亡向中国政府表示诚挚慰问，向遇
难人员家属深切哀悼，并通报了巴
方阶段性调查进展和善后工作情
况。

李克强对巴方在事件发生后迅
即开展伤员救治和事故调查表示谢
意。李克强强调，人命关天，中国
政府高度重视在海外中国公民和机
构的安全。当务之急是全力救治伤
员，最大限度减少伤亡，做好遇难
人员善后工作。中方工作组已抵
巴，愿同巴方密切配合，希望巴方
为工作组提供协助，动用一切必要
手段，认真、负责、准确查明事实

真相，务必将恐袭凶手绳之以法。
李克强希望巴方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加强对在巴中方人员和机构的安全
保护，全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
生。

李克强指出，当前国际和地区
形势复杂深刻变化。中方高度重视
中巴关系，我们是全天候战略合作
伙伴，愿同巴方加强战略沟通和协
调，深化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
安全，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伊姆兰·汗表示，巴方正在夜
以继日、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将不
遗余力彻查事件真相，尽快将真凶
绳之以法。巴方愿通力支持配合中
方工作组开展工作。

伊姆兰·汗强调，巴方高度重
视在巴中方人员和机构安全，已
经 并 将 继 续 加 强 安 全 保 护 措 施 ，
以确保巴中合作项目安全顺利运
行。

李克强同巴基斯坦总理通电话

务必将恐袭凶手绳之以法
切实加强对在巴中方人员和机构的安全保护

新华社北京 7月 16日电 （记
者伍岳） 南非多地近日发生抗议示
威活动，中方在南非人员亦受到波
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6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高
度关注南非当前事态发展，对部分
在南中国公民在此次暴乱中遭受严
重财产损失、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
胁表示关切。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近日出现
骚乱，并蔓延至南非经济中心约翰
内斯堡所在的豪滕省等地，迄今数
百家商铺遭洗劫、破坏。中方在南
非人员亦受到波及，部分旅南侨胞

和中资企业人员在骚乱中遭受严重
损失。

赵立坚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南
非当前事态发展，支持南非政府止
暴制乱的努力，相信在拉马福萨总
统领导下，南非政府能尽快恢复社
会秩序和经济稳定。

“我们对部分在南中国公民在
此次暴乱中遭受严重财产损失、生
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表示关切，中
方已要求南非政府有关部门加大对
在南中国公民和企业的保护，南非
方承诺将加大力度保护在南中国公
民生命财产安全。”他说。

外交部：

对在南非中国公民生命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表示关切

这是7月16日拍摄的彩色稻田
画 （无人机照片）。

近日，江西省南昌县黄马乡郭
埠村种植的近百亩彩色稻田进入最
佳观赏期。“彩色稻田画”以南昌
县采茶戏为主题，用四种彩色稻种
植出巨幅采茶戏花旦形象的艺术图
案。近年来，南昌市农业农村局大
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走出一条乡
村农旅融合发展之路。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彩色稻田画”
扮靓美丽乡村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

近日来，欧洲多地持续暴雨
引发洪涝灾害，冲毁大量房屋和
道路，造成通信中断。综合多国
媒体报道，截至 16 日已有百余
人在洪灾中遇难。

在受灾最严重的德国西部，
截至 16 日中午，洪灾已造成至
少 103 人死亡。其中莱茵兰-普
法尔茨州约有 60 人遇难，北莱
茵-威斯特法伦州有 43 人遇难。

据德媒 16 日报道，德国国防部当
天宣布启动军事灾难警报，目前
已 有 超 过 850 名 士 兵 投 入 救 援 工
作。

在与德国相邻的卢森堡、比
利时、荷兰，也有部分地区受到
洪灾影响。在卢森堡，从 14 日开
始 ， 暴 雨 造 成 全 国 范 围 内 洪 灾 ，
约 800 人被紧急疏散。卢政府 15
日决定拨款 5000 万欧元用于救灾
和援助。

在 比 利 时 ， 截 至 16 日 上 午 ，
洪灾已造成 14 人死亡、4 人失踪，

大量房屋受损，约 2.1 万名居民家
中断电。南部林堡省默兹河沿岸市
镇的民众被迫撤离。随着降水强度
减弱，默兹河水位已经开始下降。
比利时 《快报》 周刊 16 日援引多
名专家的话表示，当前的洪灾与全
球气候变暖有直接关系。

目前，法国北部和东部的13个
省处于橙色警戒状态。气象部门提
醒，目前西部地区的降雨有所缓解，
但是北部和东部相关地区仍面临洪灾
威胁，或将危及电力供应及交通运
输。

欧洲多地连日暴雨引发洪灾
已造成百余人死亡

新华社莫斯科 7 月 16 日电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 16 日报道，当
天早些时候曾一度在俄罗斯托木斯
克州上空失联的安－28 飞机已被
找到，该飞机已经硬着陆，未造成
机上人员死亡。

报道援引当地紧急情况部门的
消息说，这架飞机当天在托木斯克
州巴克恰尔斯基区上空一度失联，
事故发生时飞机上载有 18 人。一
架米－8 直升机随后被派往失联区
域，找到了这架飞机以及机上人
员。报道说，初步调查显示，事故
原因为发动机失灵。

俄失联飞机硬着陆
无人员死亡

据新华社华盛顿 7月 15日电
（记者刘品然） 美国总统拜登 15 日
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
晤，双方就两国关系以及地区和全
球性问题展开讨论。

拜登与默克尔当天下午在白宫
举行会晤。在会后举行的联合记者

会上，双方表示将在气候变化、新
冠疫情问题上加强合作，重申对乌
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双方
还讨论了“北溪-2”天然气管道
项目、反恐和伊朗核问题等议题。
拜登还就德国洪涝灾害造成的伤亡
和损失向默克尔表示慰问。

拜登说，他在会晤时再次向默
克尔表达对“北溪-2”项目的担
忧，同时表示美德一致认为不允许
俄罗斯以能源作为武器威胁邻国，
两国将着眼于采取实际措施确保欧
洲的能源安全。

默克尔表示，德国和美国对“北

溪-2”项目存在不同评估，但两国明
确乌克兰仍将作为天然气过境国，

“北溪-2”不是乌克兰境内天然气管
道的替代项目。她还说，若俄罗斯不
尊重乌克兰作为天然气过境国的权
利，德国与美国将采取行动。

默克尔是拜登上台后首位到访
白宫的欧洲国家领导人。默克尔在
9 月联邦议院选举后将卸任总理职
务，此访很可能是她作为德国总理
的最后一次访美。

拜登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