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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尔兹比港11月16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6日在莫尔兹比港会见巴布
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第一次访问美丽
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是中国国家主席首
次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感谢巴新政府和
人民的盛情欢迎。中方高度重视对巴新
关系，希望我这次访问有助于进一步提升

双边关系，拓展两国全方位交往，促进人
民之间的友好交流，推动两国广泛领域务
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坚定致力于
加强同包括巴新在内的太平洋岛国的团
结合作。

达达埃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
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国事访问，巴新同中
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巴新独立次年就同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外交关系。习主席
此访是两国关系的里程碑。感谢中方对
巴新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国家发
展和民生领域的宝贵帮助，对巴新主办亚
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大力支
持。巴新愿同中国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
系更上层楼。

会见开始前，达达埃在议会大厦前广

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当地时间
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乘车抵达议会大
厦，受到达达埃热情迎接。两国领导人登
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巴新两国国歌。现
场鸣 21响礼炮。习近平在达达埃陪同下
检阅仪仗队。检阅毕，习近平同巴新方主
要官员握手，达达埃同中方陪同人员握
手。

厉害了，中国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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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尔兹比港 11月 1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6日
在莫尔兹比港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共同出席中国援
建的独立大道移交启用仪式。

习近平抵达独立大道时，奥尼尔在停车处迎接。两国领
导人沿红地毯前往贵宾席。新落成的独立大道两侧悬挂着中
巴新两国国旗和鲜红的中国结，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中
方参与独立大道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对两国领导人的到来报
以热烈的掌声。身着当地特色服装的巴新民众，跳起别具风
格的部落民族舞蹈，盛情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启用仪式开始，习近平和奥尼尔分别致辞。
习近平首先向两国共同参与道路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表

示诚挚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习近平指出，巴布亚新几内亚
即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
巴新乃至整个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一件盛事。作为巴新的好朋
友、好伙伴，中方一直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巴新办会提供支持
和帮助。独立大道连接的是中国人民同巴新人民的深情厚
谊，承载着中国人民对巴新人民的良好祝愿。中国承建企业
以最高标准、最快速度确保项目如期保质完工。相信独立大
道将为当地人民带来更多便利和繁荣。中方愿同巴新方增进
互信，扩大交流，加强合作，共同规划建设繁荣之路、开放之
路、友谊之路。

奥尼尔表示，非常高兴和习近平主席共同出席独立大道
移交启用仪式。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巴新提供的大力帮
助。这一项目是巴新和中国友好的象征，体现了中国对巴新
的重要支持。今天是巴新同中国关系又一重要时刻，独立大
道的启用将成为我们两国关系的里程碑。中国是巴新的好朋
友，欢迎中国朋友的到来。巴新国家发展任重道远，我们愿同
中国保持强劲伙伴关系。

致辞后，两国领导人共同拉开覆盖在项目标识碑上的红
绸布。独立大道正式启用。

习近平乘车离开时，成千上万名来自巴新各地不同部落
的民众身着各色服装，表达喜悦、欢迎之情。

据新华社莫尔兹比港 11 月 16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6日在莫尔兹比港同巴
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会谈。两国领
导人积极评价中国同巴新传统友谊，规划
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一致决定建立中巴
新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
频繁，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坚定支持
巴新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高度赞赏巴新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
策。为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双方
决定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这既是两国传统友好的体现，

也将为双方进一步推进交往合作注入强
大动力。中方愿同巴新一道，增进互信，
深化合作，厚植友谊，推动中巴新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以高层交往为引
领，增进战略互信。继续推动各层级、各
领域人员往来，加强政党、议会、地方、民
间交流。要以务实合作为支撑，实现互利
双赢。巴新地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
然延伸，是太平洋岛国地区首个同中方签
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双
方要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发展战略
对接，争取尽早就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达成一致，积极推进产能、经贸、投

资、融资等领域互利合作。要以人文交流
为基础，筑牢民间友谊。推进人员往来便
利化、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卫生、旅游等合
作。要以多边协调为平台，丰富合作内
涵。中方愿同巴新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
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太平洋岛国论坛等
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和协调。中方支持巴新
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预
祝会议圆满成功。

奥尼尔表示，巴新同中国建交以来，两
国关系发展强劲。巴新将坚定不移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巴新经
济社会发展的宝贵支持、中国医疗队对巴
新偏远地区疟疾防控的帮助以及中方在巴

新不久前震后救灾重建中及时施以援手，
感谢中方支持巴新主办本次亚太经合组
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巴新将积极参加
共建“一带一路”，愿加强同中国在经贸、
产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地方等
领域交流合作，尽快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
判。巴新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
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支持多边机构，
赞赏和支持中方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愿
加强双方协调和配合，支持深化太平洋岛
国同中国对话，加强渔业、旅游、气候变化
等领域合作。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多项
双边合作文件签署。

据新华社莫尔兹比港 11月 1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6日
在莫尔兹比港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共同出席中国援建
的布图卡学园启用仪式。

习近平在奥尼尔陪同下沿学园中轴路前行。习近平和奥尼
尔共同为学园揭牌。身后的横幅上写着“合作共赢，携手构建中
国—巴新命运共同体；深化交流，共同谱写中国—巴新友谊新篇
章”。两国领导人同学生们合影留念，欣赏他们表演的当地传统
舞蹈。

两国领导人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国同巴新人
文、教育交往越来越密切，地方合作蓬勃开展。布图卡学园就是
中国广东省和深圳市同巴新首都行政区友好合作的结晶。人才
是第一资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援建布图卡学园就
是为了帮助巴新培养人才。相信人才辈出一定可以为巴新实现
可持续、后来居上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我们愿同巴新方深化植
根于两国人民中的深厚友情，为两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打下更加
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强调，中国同巴新关系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的友谊
薪火相传。希望两国青少年相互学习，加深了解，共当中巴新友
好的忠实传承者和积极践行者。相信两国青少年一定能共创中
巴新关系的美好未来。

奥尼尔表示，布图卡学园项目是巴新同中国强劲关系的又
一例证。巴新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巴新的大力支持。中国的援
助不仅增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还帮助提高巴新人民生
活水平。教育是各国发展的重要保证。巴新感谢中国援建的布
图卡学园，感谢中国为巴新青少年提供赴华学习机会。相信两
国全面战略伙伴合作将不断走深走实、进一步促进巴新经济社
会发展。

布图卡学园全称中国—巴新友谊学校·布图卡学园，是中国
在巴新实施的惠民工程，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3部分，将解决
当地3000多名中小学生上学难问题。

据新华社莫尔兹比港 11 月 16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6日在莫尔兹比港分别
会见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同他们就双
边关系和务实合作交换看法。

在会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克里
斯琴时，习近平指出，中方赞赏密方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秉持正确义利观和
真实亲诚理念同密方加强团结合作。希
望双方落实好不久前签署的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协议，推进贸易投资、农业渔业、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办好 2019 年
中国—太平洋岛国旅游年系列活动。中
方愿在南南合作框架内继续为密方应对
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和帮助。

克里斯琴表示，密克罗尼西亚重视对
华关系，密克罗尼西亚人民感谢中国长期
以来给予的宝贵帮助。密方愿同中国扩
大经贸、旅游等方面合作，在应对气候变
化等问题上加强沟通和协调。

在会见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时，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萨关系面临新的发展
机遇。双方要秉持高度政治互信，继续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
互支持，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拓展各领域
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中方支持萨摩亚举
办 2019 年太平洋运动会，将继续支持萨
方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图伊拉埃帕表示，萨摩亚自1975年同
中国建交以来，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
策。萨摩亚感谢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给予的支持。萨摩亚愿在“一带一路”框
架内推进同中国有关重点合作项目。

在会见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瓦伊时，
习近平强调，中瓦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
期。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瓦努阿图国家
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愿鼓励有实力的中国
企业赴瓦努阿图投资兴业，在共建“一带
一路”框架内加强贸易和投资、基础设施
建设、交通通信、文教卫生等领域合作。
双方要加强在多边机制中的协调和配合。

萨尔瓦伊表示，瓦努阿图感谢中方长
期以来的帮助。瓦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赞赏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中
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主张。

在会见库克群岛总理普纳时，习近平
指出，中库建交 21年来，始终坚持真诚友
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实现了互利共
赢。中方愿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双
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为契机，
加强经贸、旅游、人文、地方等领域交流合
作，筑牢两国人民友谊。

普纳表示，库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感谢中国对库克群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的支持。库中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协
议为双方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空间。

在会见汤加首相波希瓦时，习近平指
出，今年是中汤建交20周年。20年来，两
国互利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中方赞赏
汤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欢迎汤方积
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希望双方深挖
合作潜力，扩大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等领域合作，拓展人文、地方交流。

波希瓦表示，汤加高度评价中国始终视
汤加为平等伙伴，感谢中方宝贵帮助、特别
是不久前“和平方舟”号医疗船访问汤加。
汤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祝贺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成功举行，钦佩中国的发展远见
和愿景，很高兴参加“一带一路”合作。

在会见纽埃总理塔拉吉时，习近平强
调，中方将继续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
诚理念发展同纽埃关系。中方欢迎纽方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更好实现同域
内外国家互联互通。中方愿同纽方加强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
方面合作，推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塔拉吉表示，纽埃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珍视同中国的友谊和合作。纽埃感谢
中国在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给予的宝贵
支持，愿深化同中方各领域合作。

习近平还会见了斐济政府代表、国防
部长昆布安博拉。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斐
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给两国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愿同斐方一道，进
一步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厚植人
民友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昆布安博拉表示，感谢中方为斐济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的帮助。斐济希望
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习近平和奥尼尔出席
布图卡学园启用仪式

习近平和奥尼尔出席
独立大道移交启用仪式

习近平同巴新总理奥尼尔会谈

推动中巴新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会见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习近平会见巴新总督达达埃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2018年以
来，通许县供电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
人民”服务理念，紧紧围绕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科学谋划电网建设，为促
进地方发展更健康、社会更和谐、生活
更美好而供好电、服好务。

坚强电网 地方发展有保障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通许县供
电公司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特点，按照
适度超前的原则，实现电网规划与地
方发展规划无缝对接。“十三五”期
间，通许电网总投资预计超过 6.2 亿

元。目前，新建成投运 110千伏输变
电工程 2 座，新建（改造）配电台区
1623个,涵盖中心村、贫困村、机井通
电等项目，为改善农村用电环境及今
后农村经济快速增长注入一剂电力

“强心针”。
为助力大气污染治理，通许公司

责任在肩，主动挑起“煤改电”政治与
民生的双担，如期完成 276 个行政村
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 25条，468台
个台区的建设任务，为呵护碧水蓝
天、实施电能替代作出了自己应尽的
义务。

“互联网+” 做到客户心坎上

今年以来，该公司全力优化办电
流程，使群众“获得电力”感不断提
升。通过实行服务“网格化”管理，开
展“互联网+办电服务”，使客户畅享

“指尖服务”，足不出户办理用电业务，
给客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方便。

通许县供电公司总经理许晓晨说：
“人民电业为人民。我们要把满足通许
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电力需要作为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供电品质，
力求实现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转变。”

旗帜领航 率先垂范显党性

通许县供电公司强化组织建设，激
发党建活力，提升党建价值创造能力，推
动“旗帜领航·三年登高”计划落地，进一
步夯实公司党建工作基础，使党建工作
和中心工作全面融合，互为促进。

1月 4日的一场大雪，造成通许县
5300 用户家中陷入黑暗和寒冷之
中。接到故障抢修任务后，公司迅速
进行故障排查，由于天气恶劣加上故
障地点在居民区中，造成故障排除难
度大，抢修负责人马风玲在风雪中坚

守了一天一夜，水米未尽，直至故障线
路恢复送电。

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还辐射到了
贫困乡村。公司对帮扶村派驻“第一
书记”，带领帮扶人员按照“一户一策”
制订计划和帮扶措施，将扶贫工作方
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被评为河
南省“第一书记”选派先进单位。

“公司坚持党建引领，以凝聚人心
为根本要务，不断提升企业价值创造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助推地方经济
发展。”通许县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朱明
强表示。 （张春晖）

通许县供电公司：电力保障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通许县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朱明
强慰问贫困户

通许县供电公司总经理许晓晨
在供电所检查安全工器具

（上接第一版）国际影响持续扩大。中国
同太平洋岛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
大。新形势下，我们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
了，而是增多了；合作基础不是缩小了，而
是扩大了。

习近平就深化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关
系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持平等相处，深化政治互
信。中方愿同岛国保持高层和各级别交
往势头，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愿和岛国于
2019年下半年共同举办第三届中国—太
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

荣。中方将继续为各建交岛国提高自主
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循环作出
努力。双方应以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文件为契机，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提
升双方贸易便利化水平，办好 2019 年中
国—太平洋岛国旅游年系列活动。

第三，坚持心心相印，增进人民友
谊。中方愿支持岛国人才培养和能力建
设，扩大汉语教学和人员往来，加强各界
交流。中方愿鼓励更多地方省市同岛国
开展交流合作。

第四，坚持守望相助，维护公平正
义。中方愿同岛国一道维护多边主义和
自由贸易体制，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

和协调，支持岛国发出“太平洋声音”，共
同推动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支
持岛国推进“蓝色太平洋”倡议。中国重
视和理解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的特殊关切，将向各岛国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携手推动《巴黎协定》有效实施，促
进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不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
度，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一员，永远同
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中国同太平洋岛
国关系已经翻开新篇章。我们愿同岛国
一道努力，用真心巩固友谊，靠实干推进
合作，携手开创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更
加美好的未来。

岛国领导人感谢习近平主席再次倡
议并主持中国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集体
会晤。他们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实现
发展愿景、增进人民福祉、应对全球挑战
的重要伙伴。太平洋岛国珍视同中国的
密切关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国
长期以来提供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
帮助，很高兴双方关系提升为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太平洋
岛国愿积极参加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同
中国在贸易、投资、渔业、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等领域合作，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
展。太平洋岛国高度评价中国在可持续
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领导作用，
愿加强同中国在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和协
调。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会晤。

用真心巩固友谊 靠实干推进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