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也是率先同
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欧盟国家

●英国是除香港外最大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也是吸
引中国留学生、开办孔子学院最多的欧盟国家

●英国还是首个发行人民币国债的西方国家、最早申
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西方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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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伦敦10月 20日电 当地
时间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议
会发表讲话，强调中英要加强交流互
鉴，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支持和友
谊，推动两国合作再上新台阶。

在议员们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发表
讲话。习近平指出，在我对英国进行国
事访问的第一天，我深切感受到中英关
系的蓬勃朝气，体会到两国人民的深厚
情谊，使我对通过这次访问推动中英友
好关系迈上新台阶充满期待。

习近平指出，英国是最先开始探
索代议制的国家。在中国，民本和法

制思想自古有之，几千年前就有“民惟
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现在，中国
人民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吸收
中华法制的优良传统，也借鉴世界各
国法治的有益做法，目标就是坚持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快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推进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
程。在这方面，中英两国立法机关可
以加强交流互鉴。

习近平强调，中英虽然地处亚欧两
端，却长期彼此吸引。新中国成立以
来，两国关系创下了多项“第一”。英国

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也是
率先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欧盟国家；是除香港外最大人民币境外
交易中心，也是吸引中国留学生、开办
孔子学院最多的欧盟国家。英国还是
首个发行人民币国债的西方国家、最早
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西
方大国。中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中英关系发展
的源泉来自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支
持、友谊。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以
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也是各国同
舟共济、携手共进的时代。在这样伟大

的时代，站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起
点，中英两国携手，恰逢其时。

习近平指出，莎士比亚说：“凡是过
去，皆为序章。”英国议会在增进两国社
会各界交流、促进双边关系发展上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希望各位议员
继续做中英关系的积极推动者、中英友
好的贡献者、中英合作的支持者，为中
英关系更广阔、更光明的未来铺设理解
之路、架起合作之桥。

习近平讲话结束时，议员们报以热
烈掌声。英国首相卡梅伦、议会上下两
院议员、政府内阁成员等500多人出席。

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

中英关系创下多项“第一”

10月 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伦敦10月20日电 当地
时间10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出席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
白金汉宫举行的盛大欢迎晚宴。

白金汉宫内灯光璀璨，鲜花绽放。
习近平和彭丽媛受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和丈夫菲利普亲王以及威廉王子夫妇、
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爱德华王子等王
室成员热情迎接。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习近平分别
致辞，高度评价中英关系不断发展利在
两国、惠及世界。两国元首一致强调要
不断发展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致辞中表示，
今年是英中关系非常特殊的一年，是两
国合作和友谊前所未有的年份。习近平
主席对英国的访问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将两国友好关系推向新高度。英中关系
是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今年是联合国
成立 70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英国和中国都是国际体系维护者，
有责任在解决冲突和贫困、资源保护和

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携手合作，为两国和
世界人民的安全、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在答辞中指出，中国和英国
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杰出代表，两国虽
然相距遥远，但一直相互影响。中英文
明交流互鉴不仅丰富了各自文明成果、
促进了社会进步，也为人类社会发展作
出了卓越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作为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友，中英两国人民
相互支持、休戚与共，在战火中结下的
情谊永不褪色，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
财富。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中英两国共同肩负着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神圣责任。中
英关系不断发展，利在两国、惠及世
界。今年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
二个 10 年的开局之年，双方应该牢牢
把握机遇、携手前行，共同开辟两国关
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综合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 10 月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伦
敦会见英国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储和
夫人卡米拉。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克拉伦斯宫
时，查尔斯王储夫妇在门厅迎接。四
人共同欣赏竖琴演奏威尔士民歌，并
观看了中国在英留学生的绘画、雕塑、
书法作品。随后，双方进行了亲切友
好的交谈。

习近平指出，中英都是有重要影
响的大国，两国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
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多
年来，英国王室十分关心和支持中英
关系发展，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我对此高度赞赏。中方愿同
英方加强交流，增进合作，推动双边关

系发展。欢迎英国王室成员多到中国
访问。

当地时间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下榻的白金汉宫会见英国剑桥公爵威
廉王子。

习近平指出，你今年 3 月对中国的
访问十分成功。今年，中英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步入第二个 10 年。两国各领域
各层次人员交流非常活跃，双边关系发
展前景广阔。我这次访英是为了深化
中英关系、扩大两国合作、增进两国人
民友谊而来。这次访问是一次友谊之
旅、合作之旅，希望借此开启中英关系
新篇章。

当地时间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下榻的白金汉宫会见英国工党领袖科
尔宾。

新华社伦敦 10月 21日电 中国
广核集团和法国电力集团 21 日宣布，
就共同修建和运营英国萨默塞特郡
的欣克利角 C 核电站达成战略投资
协议。

根据协议，中广核主导的中方联
合体和法电集团将分别占该核电站

项目股份的 33.5％和 66.5％。双方将
共同出资在欣克利角 C 核电站建设
两台欧洲压水式核电机组。

此外，投资协议还为双方在英
国展开更广泛合作，包括在赛兹韦
尔 和 布 拉 德 韦 尔 建 设 核 电 站 奠 定
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中
国人民银行 21 日宣布，与英格兰银行
20 日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
规模由原来的 2000 亿元人民币／200
亿英镑扩大至 3500 亿元人民币／350
亿英镑。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这
一协议的有效期为三年，经双方同意
可以展期。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并扩大互换规模，是中国人民银行与
英格兰银行在货币金融领域进一步
深化合作的体现。

中国人民银行 20 日还在伦敦采
用簿记建档方式，成功发行了 50 亿元
人民币央行票据，期限 1 年，票面利率
3.1％。这是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中
国以外地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央
行票据。

新华社专电 从明年 1 月起，中
国人赴英国旅游，有望获得为期两年
的多次入境签证。英国政府 10 月 21
日宣布，为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英国
打算修改对华旅游签证规定，把有效
期从 6 个月延长至两年，允许多次入
境，无须续签，签证费则维持 85 英镑

（约合 833 元人民币）不变；而且，这项
面向中国游客的签证政策今后可以

放宽为 10 年有效期、多次入境。
过去 5 年，中国每年赴英游客翻

了一番多，2014 年达到 18.5 万人。英
国政府估计，中国游客每年为英国经
济贡献 5 亿英镑（约合 49 亿元人民
币），平均每名游客消费 2700 英镑

（2.65 万元人民币）。卡梅伦政府先
前采取多项措施方便中国人申请英
国访问签证。

10月 20日，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在伦敦骑兵检阅场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在女王
夫妇的陪同下，乘坐皇家马车前往白金汉宫下榻。 新华社发

10月 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伦敦白金汉宫出席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举行的欢迎晚宴。 新华社发

习近平夫妇出席英女王欢迎晚宴

习近平会见英王室成员

■出访成果

中广核与法电就修建
英核电站达成投资协议
中方联合体占项目股份 33.5%

中英续签本币互换协议
■金融合作

英拟放宽对华旅游签证
■互惠互利

——聚焦习近平主席访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