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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以长远和战略眼光，持续充实中英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内涵，不断增进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

●要坚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视彼此发展为自身机
遇，加快各自发展战略对接，共促东西方文明对话

●要坚持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两国关系和全方位
合作不断深入发展，助推亚欧共同发展

●要坚持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在国际合作中敢为人
先，引领世界发展和改革潮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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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习近平主席访英

据新华社伦敦 10月 21日电 当地
时间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伦敦唐宁
街 首 相 府 同 英 国 首 相 卡 梅 伦 举 行 会
谈。双方积极评价中英关系发展取得
的成就，就双边关系及重大国际和地区
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
识，决定共同构建中英面向 21 世纪全球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持久、开放、共
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

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英国表示
愿做对华最开放的合作伙伴，我们愿
同英方一道，确保中英关系在更高水
平上持久稳定，坚持中英合作在更广
领域开放包容，实现中英关系在更大
范围互利共赢。中英双方要相互尊重
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各自
选择的发展道路。要共同致力于以合
作共赢的方式处理好彼此关系。要以
开 放 包 容 的 心 态 看 待 对 方 ，和 而 不
同。实践证明，只要遵守相互尊重、和
平相处、包容互鉴的原则，中英关系就
能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中方将鼓
励中国企业对英格兰北部地区展开投
资，欢迎英国作为首个西方大国成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
国的决定，希望英方支持中方加入欧
洲复兴开发银行。

卡梅伦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英
成果丰硕，双方就很多大项目、经贸协
议达成一致，将有力推动双边关系发
展。英国愿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合
作伙伴，将同中方在金融、能源、创意产

业、签证便利化等领域扩大合作。英方
愿积极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
设，将积极研究同中方加强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合作。英国正处于经济调
整过程中，欢迎中国企业到英国投资兴
业。英国支持欧盟早日同中国达成自
由贸易区协定，将为推动欧中关系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两国领导人达成多项共识，一致决
定共同构建中英面向 21 世纪全球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势头，用好
战略、经济财金、人文、安全等高级别对
话交流机制，加强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气候变化、国
际维和等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
的沟通合作，全方位推动中英关系深入
发展。双方都认为更加紧密对接两国
发展战略，能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
辐射效应。

双方同意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上深化互利合作。双方同意
提升两国贸易水平，加强在金融、基础
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新能源、节能环
保、生物制药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资
本市场开展高水平、多元化、多层次的
务实合作。双方同意深化人文交流，继
续扩大两国学生交流，密切两国人员往
来。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涉及金融、海关、地
方合作、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据新华社伦敦10月21日电 当
地时间 10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伦敦金融城市政厅发表题为《共倡
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的重要演
讲，强调中英要坚持以长远和战略眼
光，开放包容的心态，合作共赢的理
念，开拓进取的精神，抓住时代赋予
的机遇，共同开启中英关系的“黄金
时代”，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
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伦敦市金融城是世界主要金融
中心之一。21日晚，伦敦金融城市长
叶雅伦在金融城市政厅举行隆重仪
式和晚宴，欢迎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
事访问。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
要演讲。

习近平指出，中国发展日益受到
各方关注。这里，我愿就大家最感兴
趣的几个问题谈谈看法。

第一，中国人民走的是历史选择
的道路。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用
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
走过的发展历程。这充分说明，中国
人民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中国社
会主义不是教科书里的教条，不是刻
板僵化的戒律，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
展变化的生命体。我们在实践中不
断完善，在发展中不断变革，形成和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履不必
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
道路。只有能够持续造福人民的发
展道路，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第二，中国人民要的是更加美好
的生活。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要让生活更加美好，中
国人民还需要进行长期努力。中国
梦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
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
的发展必将寓于世界发展潮流之中，
也将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更多
活力、带来更多机遇。

第三，中国人民想的是和平与发
展的世界。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
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国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
辑。中国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我们将同世界
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公平
正义，推进共同繁荣。

习近平强调，中英相隔万里，但
虽远犹近。近年来，两国关系和合作
得到长足发展，正在稳定健康的快车
道上加速行进。我期待英方继续在
对华各领域合作中做引领潮流、开放
包容的典范，成为西方同中国合作的
领跑者，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在西
方世界的最强支持者”。

习近平演讲受到全场多次鼓掌
欢迎。演讲结束后，叶雅伦市长致
辞，再次对习近平表示感谢。

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发表重要演讲

中国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
据新华社伦敦10月21日电

当地时间 21 日下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英国首相卡梅伦共同
出席在伦敦金融城举行的中英
工商峰会并致辞。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需要新
思维。“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
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带来巨大
机遇。“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
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
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
以添加进入“朋友圈”。“一带一
路”是多元的，涵盖各个合作领
域，合作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

习近平就开拓中英合作新
局面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增进互信上要强调一
个“深”字。两国合作的基础是
政治互信，没有互信，任何合作
都将是无本之木。我这次访问
期间，中英决定共同构建面向 21
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
两国未来 5 至 10 年的各领域合
作指明了方向，必将推动中英合
作进入快车道。

第二，战略对接上要力求一

个“通”字。中方欢迎来自英国
的资金、技术、人才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十三五”规划、“互联
网+”、“中国制造 2025”，愿继续
向英国企业提供相关政策信息
和良好投资环境。英国政府也
提出了“英国工业 2050 战略”，这
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
高度契合，将为两国合作带来巨
大机遇。

第三，具体合作中要做到一
个“实”字。中英合作要产生实
实在在的效果，才能惠及两国广
大民众。双方要扎实做好核电、
高铁、基础设施建设等大项目，
推 动 这 些 标 志 性 合 作 尽 快 落
地。双方应建立长效机制，深化
两国地方间经贸合作。

第四，方式方法上要突出一
个“新”字。我们要深入推进双
方新兴产业合作，开展中国七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同英国八大技
术和战略产业的互利合作。中
英企业在开展双边合作时，还可
以开展第三方合作，联手开拓国
际市场。

习近平出席中英工商峰会并致辞

推动中英合作
进入快车道

综合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 10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伦
敦出席中英创意产业展。

在 威 廉 王 子 夫 妇 陪 同 下 ，
习近平进入兰卡斯特宫，观看中
英“创意工作室”合作项目宣传展
示、中英文化交流年宣传片以及
两国经典文化产品，欣赏中英艺
术家的精彩演出，并参观中英合
作的零排放巴士和出租车展览。

参观过程中，习近平和威廉
王子一边观看，一边亲切交流。

当地时间 21 日，国家主席
习 近 平在伦敦参观帝国理工学
院。在安德鲁王子陪同下，习近平
来到数据科学研究所，听取了有
关运用大数据分析研究中国人
口流动、“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
国家影响、个性医疗、城市地铁
管理等情况的介绍。

国家主席习近平 21 日参观
华为英国公司，听取了华为公司
在英发展情况汇报，肯定华为积
极推动理念创新和组织创新。

习近平出席
中英创意产业展

10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伦敦唐宁街首相府同英国首相卡梅伦举行会谈。这是会谈结束后，习近平和卡梅伦共同会见记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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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英国首相卡梅伦举行会谈

中英构建面向21世纪
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