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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岳苍苍，大河汤汤。七秩乾乾，国之上
庠。2018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迎来了她的
70 华诞。在此，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
持学校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贤达、全体
师生员工、海内外校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
高的敬意！

筚路蓝缕，杏坛日暖。风雨兼程，波澜壮
阔。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48 年在郑州
孔庙建立的郑州市立初级师范学校和在宝丰
杨老庄创立的豫西行政干部学校。1949 年
郑州市立初级师范学校与郑州市立临时师范
学校合并成立河南省立郑州师范学校，后更
名河南省郑州师范学校，1978年升格为郑州

师范专科学校。1981 年教育部批准筹建河
南经济学院，1982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在
郑州师范专科学校的基础上筹建河南经济学
院，198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河南财经学
院。1949年豫西行政干部学校迁至开封，历
经河南行政学院、河南大学行政学院、河南省
人民政府干部学校、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干部
学校等时期，1955 年迁至郑州，次年改称河
南省政法干部学校；1983年河南省司法学校
成立，与河南省政法干部学校合署办公。
1984 年，河南省政法干部学院（此前为中央
第二政法干部学校）从济源迁至郑州与河南
省政法干部学校合并为新的河南省政法干部

学院，次年更名为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
院。2010年经教育部批准，河南财经学院与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历经七十载的革故鼎新，今天的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以经济、
管理、法学为主干学科，涵盖文学、理学、工
学、艺术、哲学等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回
首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七十载，薪火相传，文脉
牵国运生生不息；弦歌飞扬，经世并崇法亹亹
不倦。

励精图治，德业日新。春华秋实，桃李芬
芳。在星河灿烂的如金岁月中，一代代河南
财经政法人秉承“博洽通达、弘毅致远”的校

训，弘扬“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实
施“人才强校、质量立校、学术兴校、特色名
校、制度治校、文化厚校”的战略，不畏艰辛，
朝夕必争，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不断取得新
成绩，办学实力稳步增强，社会声誉日益提
高。回首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七十载，砥砺求
索，历风雨而弥坚；化育桃李，汇涓流而成江
海。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长风万里，再谱华
章。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70华诞，恰逢教育发
展基金会成立，风云际会，势负天工，学校将
举办系列重要学术、文化活动，回顾办学历

史、展示办学成就、总结办学经验、汇聚校友
智慧、激发办学活力、再创事业辉煌，为早日
建成新时代国内有地位国际有影响特色鲜明
的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

戊戌金秋，盛世相约。我有嘉宾，鼓瑟吹
笙。往事并不遥远，归来仍是少年。唯念青
葱岁月，牵挂同怀衷肠。2018年 11月 18日，
学校诚邀各级领导、各界宾朋拨冗光临，热盼
海内外校友荣归母校。希桃李盈门共襄盛
典，期少长咸集同擘宏猷。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年 8月 29日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建校70周年校友论坛暨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
公 告

综合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9
月 2日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塞内加
尔总统萨勒、苏丹总统巴希尔、纳米比
亚总统根哥布、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
昂、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安哥拉总
统洛伦索、吉布提总统盖莱、毛里求斯
总理贾格纳特、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在会见塞内加尔总统萨勒时，
习近平指出，今年 7月我对塞内加尔
进行了十分成功的国事访问，感受到
塞内加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
意。我同萨勒总统一致同意，从战略
高度把握中塞关系。我们见证签署了
中国同西非国家第一个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同意推进基础设施和工
业园区建设等领域合作。我和萨勒总
统的共识正在得到全面落实。双方要
继续密切沟通，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
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非携手打造更加
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对实现共同发展，
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中方
支持非洲自主可持续发展，愿同包括
塞方在内的非洲国家一道，维护好、发
展好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为促进中非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萨勒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塞内加
尔的历史性访问受到全体塞内加尔人
民的热烈欢迎，我们钦佩中国的发展
成就和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中
国坚定地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
路，值得非洲国家借鉴。当前国际上
对非中合作有一些杂音。历史上，非
洲国家饱受苦难，是中国在非洲国家
争取独立解放时坚定地同非洲人民站
在一起。中国一直理解非洲、尊重非
洲、支持非洲。新时期，非洲需要投
资、需要发展。非洲国家不会受任何
杂音的干扰，将一如既往坚定地同中
国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建设好

“一带一路”，共同构建更加紧密的非
中命运共同体。

在会见苏丹总统巴希尔时，习近平
指出，总统先生对中国怀有深厚友好
感情，为促进中苏关系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我对此高度赞赏。苏丹是非
洲、阿拉伯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中方坚定支持苏丹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稳定所作努力，反对外部势力干
涉苏丹内政。中苏务实合作有力促进
了两国经济发展，是南南合作典范。
我们欢迎苏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愿以此为契机，推动双方能源合作取
得新进展，打造农业领域全产业链合
作新模式。我们赞赏总统先生积极推
动南苏丹各派签署全面和平协议，愿
同苏方一道，为实现南苏丹和平稳定
作出积极贡献。

巴希尔表示，苏中政治互信牢固，

传统友谊深厚，苏丹高度评价中国发
展的巨大成就和在国际上的重要作
用，感谢中方坚定支持苏丹维护国家
主权、独立和稳定。苏丹赞赏并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建设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感谢中国
对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支持，愿加
强苏中双边务实合作和在国际地区事
务中的协调配合。我期待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取得成功，推动非洲同中
国共同发展。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在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时，
习近平强调，今年3月总统先生访华，
我们共同宣布将中纳关系提升为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对两国合作作
出全面规划。我很高兴双方达成的各
项共识都在有序落实。中方愿同纳方
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
解、相互支持。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
对接，深化互利共赢合作，加强人文交
流。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
坛框架内，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
领域合作。中方支持纳方实现国家进
一步发展的努力，愿同纳方加强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根哥布表示，纳中长期以来团结
合作，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给双方带来重要利益。纳米
比亚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积极评
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认为这一倡
议有利于亚洲、非洲和欧洲等地区的
互联互通，有利于推动非洲的工业
化。感谢中方帮助纳方实施野生动物
保护项目。中非合作论坛是加强非中
合作、带动非洲发展的重要机制，纳米
比亚致力于深化非中互利合作，期待
论坛北京峰会圆满成功。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在会见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时，
习近平指出，中赤几友谊历久弥坚，堪
称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和赤道几内
亚是可靠的伙伴加兄弟，共同为两国全
面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
力。双方要继续深入开展治国理政和
执政党建设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
方欢迎赤几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支
持中国企业积极参与赤几基础设施建
设，深化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卫生、旅
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助力赤几实现
2020年发展规划，加强在联合国等多
边机构的战略沟通和协作。

奥比昂表示，这是我第10次来华
访问。中国是国际上的重要积极力
量。赤道几内亚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
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国
长期以来给予的帮助，愿借鉴中国发

展经验，深化互利合作，继续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密切沟通协调。赤道几内
亚对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充满期
待，相信峰会将为非洲和中国人民带
来更多福祉。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在会见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时，
习近平强调，中毛关系是中国同非洲及
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典范。中方视毛方
为真诚可靠的朋友和伙伴，感谢毛方在
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
上始终给予中方坚定支持，将继续支持
毛方维护稳定、谋求发展的努力。双方
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新起点，创新合
作模式，推进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合
作，增强毛里塔尼亚自主发展能力。我
们赞赏总统先生为地区反恐维稳事业
发挥的积极作用，愿通过多种方式同萨
赫勒五国集团成员国开展和平安全合
作。

阿齐兹表示，毛里塔尼亚高度评
价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为世界和平与
安全作出的贡献，高度赞赏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
毛里塔尼亚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毛方相信，“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非
中共同发展，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将促进非中合作，共同建设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在会见安哥拉总统洛伦索时，
习近平指出，中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8
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携手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同发展
之路。今年是中安建交35周年，我们
要共同推动中安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
上新台阶。中方愿同安方加强执政党
交往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各领
域合作，就重大国际问题加强沟通协
调。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安哥
拉经济多元化战略紧密对接，继续为
符合安哥拉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项目
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支持。

洛伦索表示，安中关系紧密牢固。
感谢中国为安哥拉重建和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的贡献。安哥拉坚定支持一个
中国原则，愿同中国深化政治互信和双
边合作。中国总是在非洲困难时给予
宝贵帮助，为非洲和平与发展发挥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非洲国家珍视同中国
的友谊，期待积极参与中非合作论坛建
设，共同举办好论坛北京峰会。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在会见吉布提总统盖莱时，习近平
强调，中方支持吉方走适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加强两国政府、
立法机构、政党、地方等各方面交往，
加强在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方面交流

互鉴，深化人文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
民意和社会基础。这次双方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相信将为两国
合作提供新的动力。中方愿同吉方在
气候变化等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沟
通和协调，更好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
家共同利益。

盖莱表示，吉布提是中国可以信
赖的朋友，吉布提人民对中国人民怀
有友好感情。吉中关系发展迅速，成
果丰硕。吉布提真诚感谢中方对吉布
提的宝贵帮助，对富有活力的吉中伙
伴关系充满信心。吉布提愿在经济多
元化发展进程中，积极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开创吉中合作新时代。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在会见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
时，习近平指出，一个多月前，我成功
访问毛里求斯，深切感受到中毛友好
深入人心，前景广阔。双方要充分发
挥高层交往的政治引领作用，加强沟
通交流，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进一步提升政治互信，积极开展互利
合作。中方将继续支持毛里求斯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支持
小岛屿国家落实好联合国 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

贾格纳特表示，习近平主席对毛里
求斯的访问给毛中关系发展注入了新
的强劲动力。毛里求斯正在进行经济
转型，希望借鉴中国发展的经验，同中
方加强合作。毛方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
合作。毛方感谢中方在筹办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过程中充分照顾包括毛
里求斯这样小岛屿国家的合理关切，希
望通过参加峰会，支持习近平主席倡导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建设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时，
习近平指出，埃塞俄比亚是中国在非洲
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关系定位已提升
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支持
埃方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赞赏
埃方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愿同埃
方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全面深化各领域
互利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密切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维护两国和
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阿比表示，中国是埃塞国家发展进
程中可靠的朋友，中方一直以来的宝贵
帮助对埃塞实现经济转型并取得今天
这样的经济成就至关重要。饮水思源，
我们感谢中国给予的巨大支持。埃塞
珍视两国间平等互利合作，愿学习中国
治国理政经验，致力于深化两国关系，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双边交
流合作，密切在国际事务中协调。

据新华社雅加达 9月 2日电 亚运
会 2日落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
共斩获 132 枚金牌，自 1982 年至今连
续十届名列金牌榜首。

中国游泳选手共夺19金，贡献最大。
其中孙杨包揽男子200米到1500米自由
泳四块金牌。“仰泳王”徐嘉余共夺五金，是
中国队夺金最多的选手。而最惊艳的游
泳选手当属刘湘，她打破了女子50米仰泳
的世界纪录。中国游泳尤为可贵的是，他
们9个小项成绩世界排名前三，其中女子
50米仰泳、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男
子400米自由泳成绩世界排名第一。

雅加达亚运赛场难有第二个人能像
苏炳添的故事这样励志。他在夺得百米
冠军之后，跪地仰天长啸。“今天这块金
牌让我扬眉吐气！……我在过去所有的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里面没有拿到过金
牌，今天我在亚运会上拿到金牌，是破魔
咒吧。”他说。苏炳添每周训练 6天，每
天4~5个小时，长年累月，一直如此。

中国男子体操队在男团决赛中上演
完美的零失误，以260.95分夺金。里约
奥运会中国体操寸金未得，领队叶振南誓
言要在两年后的东京奥运会打个翻身仗。

中国包揽男女篮球以及3对 3篮球
的 4枚金牌。中国男篮决赛复仇伊朗
固然畅快，而由来自东莞的业余选手夺
得男子 3对 3篮球冠军，更能彰显中国
篮球的深度。

雅加达亚运会赛场也分明笼罩着东
京奥运会的刀光剑影。日本已经提出了
东京奥运力争三十金的目标，雄心勃勃，
大有取代中国重返亚洲榜首的意图。中
日两国选手在亚运会的一些项目上的对
垒，都被赋予奥运预演的意味。

根据中国代表团发言人的总结，中国
选手在奥运小项上获得90多枚金牌，在

乒乓球、羽毛球、摔跤、体操、射箭、跳水等
亚洲优势奥运小项上，获得了28枚金牌，
证明了在这些项目上的奥运竞争实力。

根据本届亚运会的表现分析，中国夺
金虽多，但新增的能在东京奥运上夺金的
希望点不多。而在中国传统强项乒乓球
和羽毛球上，日本选手的威胁越来越大。
中国奥运会传统六大金牌重仓——体操、
跳水、羽毛球、射击、举重和乒乓球，目前看
来只有跳水最有把握。正如中国代表团
的总结：“国际对手在我们的多个传统优
势项目上进步较快，已然形成冲击态势。”

从雅加达到东京，中国军团注定征
途坎坷。他们能否在东京遏制北京奥
运会以来金牌总数持续下降的势头，未
来不到两年的备战极为关键。

第十八届亚运会闭幕

132枚金牌诠释中国实力

习近平分晤多国领导人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主席今年 7月对南非进行了
十分成功的国事访问。我也很高兴以南非总统身
份首次访华，继续我们之间的战略沟通。南方愿借
鉴中方在执政党建设、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有益经
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刚才我在欢迎仪式
上看到那些可爱的孩子，使我感到我们必须加强人
民之间的交往，让南中友谊代代相传。南中两国在
国际事务中立场相近，当前形势下，双方要共同致
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体制，维护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南非过去 6年担任
中非合作论坛非方主席，同中方一道推进论坛各项
工作。我本人期待着同习主席共同主持即将召开
的北京峰会，继续努力推动非中关系深入发展。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
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拉马福
萨举行欢迎仪式。彭丽媛、丁薛祥、杨洁篪、丁仲
礼、王毅、刘奇葆、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南非总统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旗帜。当

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冲击国际秩序和
全球治理体系，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边主义，
更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中国始终坚定
支持多边主义，始终支持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
用。我们期待联合国坚持公平正义，在维护世界
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特别是在深化全球合作解
决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全面深
化改革的决心不会变，我们愿以实际行动带动各
方，共同坚持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

习近平强调，中国同非洲国家长期友好，命运
与共。中非合作始终是发展中国家心心相印的合
作。我们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追求任何特权
利益。只要认准了对非洲国家有利、对非洲人民
有利的事，我们就会坚持不懈去做并做好。中非

合作论坛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北京峰会将聚焦团
结合作和共同发展，同联合国的目标和宗旨高度
一致。帮助非洲实现和平与发展是联合国的道义
责任，联合国应该继续把非洲作为自身工作的重
中之重，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中方愿同
联合国就如何更好支持非洲加强沟通。

古特雷斯表示，非洲事务一直是联合国工作
的重中之重。我这次与会就是要体现联合国对非
洲和中非合作的支持。感谢中国始终关心和重视
非洲，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我
预祝北京峰会圆满成功。

古特雷斯指出，当前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维护多边秩序并推
进全球治理令人赞赏。联合国愿同中国加强对话
与合作，鼓励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联
合国期待着在全球治理、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等方
面得到中方更大帮助。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

代表队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计

中国 132 92 65 289

日本 75 56 74 205

韩国 49 58 70 177

印度尼西亚 31 24 43 98

乌兹别克斯坦 21 24 25 70

伊朗 20 20 22 62

中国台北 17 19 31 67

印度 15 24 30 69

哈萨克斯坦 15 17 44 76

朝鲜 12 12 13 37

奖牌榜

数据来源/亚运会官网 制图/刘竞

(前十位）

9月 2日，雅加达的夜晚烟雨朦胧，
第十八届亚运会圣火在朋加诺体育中
心缓缓熄灭。

当杭州市市长徐立毅在万众瞩目
中高高挥舞亚奥理事会会旗，亚运会正
式进入“杭州时间”。

朋加诺体育场，杭州西子湖畔的美
景在大屏幕中显现。

5000 年前良渚文化时期的杭州，
远古的气息和璀璨的文明交相辉映，搭
弓射箭的女孩穿越时空隧道，出现在
2018年大运河的拱宸桥上。

初升的朝阳，晨练的人群，丰富的
美食，以及互联网之城的便捷生活和浓
郁气息，透过女孩的眼眸呈现。人间天
堂，明珠西湖，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独
具韵味，别样精彩。

梦想小镇，勾勒宏伟蓝图：G20峰会
成功举办，竞技体育蓬勃发展，全民健身

充满活力。短短3分钟的城市宣传片，将
杭州的独特魅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璀璨的朋加诺体育场，一台以《向
往》为主题的“杭州时间”文艺演出在观
众面前精彩呈现。著名青年舞蹈家、杭
州姑娘殷硕带领着“西子姑娘”们在一
轮圆月的辉映之下，在江南竹笛和琵琶
的合乐声之中翩翩起舞；歌手易烊千玺
带领青春歌手共同唱响主题曲《向
往》……

杭州杰出市民代表、阿里巴巴集团
董事局主席马云手牵着捧来西湖之水
的杭州女孩，和杭州籍著名运动员孙杨
一齐闪亮登场，共同发出盛情邀约——
2022，杭州欢迎你！

在现场约5.5万名观众的期待和欢
呼声中，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会徽

“潮涌”闪亮呈现，惊艳定格。
（据新华社雅加达9月2日电）

“亚运之光”照向西子湖畔

2022，杭州欢迎你！

9月 2日，第18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这是闭幕式上的
“杭州时间”文艺演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