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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中原更出彩 ·总书记与河南人民心连心

刘海燕：守住中医药文化的根与魂
04│要闻

02│要闻

强能力 锻作风 优服务 促发展

换道跑出“加速度”
——以能力作风建设推进换道领跑战略 03│要闻

新华社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9月
15日电（记者 倪四义 范伟国）当地时
间9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
罕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会谈。两国元首宣布，着眼中乌关系长
远发展和两国人民未来福祉，双方将扩
大互利合作，巩固友好和伙伴关系，在
双边层面践行命运共同体。

金秋时分的撒马尔罕，阳光灿烂，
秋高气爽。新近落成的国际会议中心
独具匠心，恢宏大气。

当地时间上午 9时 45分，习近平
乘车抵达国际会议中心，米尔济约耶
夫在下车处热情迎接。在米尔济约耶
夫陪同下，习近平穿过兼具浓郁乌兹
别克斯坦民族传统元素和现代时尚设
计的中央大厅，前往北门外广场。

米尔济约耶夫为习近平举行隆重
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
台，军乐团奏中乌两国国歌。习近平
在米尔济约耶夫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两国元首分别介绍各自陪同人员，并
共同观看分列式。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正式
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乌建交 30 年来，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
济、互利共赢，持续深化战略互信，不
断扩大互利合作，全面弘扬世代友好，

将中乌关系提升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新高度，为两国共同发展繁荣提
供了强大动力。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
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方坚定支
持乌兹别克斯坦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支持乌方维护国家独立、主
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努力，反对任何
势力干涉乌兹别克斯坦内政。中方愿
同乌方践行中乌命运共同体，深化全
方位互利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习近平强调，中乌双方要在涉及
彼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等核心
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加快对接
发展战略，推动共同发展。双方要让
两国合作跑出“加速度”，结出更多果
实。要做大经贸投资合作，加强数字
经济和绿色发展投资合作，欢迎乌方
积极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继续
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发展机
遇。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完善欧亚大陆
运输大通道建设，推动中吉乌铁路早
日启动建设。要扩大能源合作，共同
做好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安全运营
工作，拓展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构建多
元立体的能源合作新格局。要全面推
进教育、文化、旅游、地方、环保、考古
等人文交流合作，中方支持并愿积极
参与乌方提出的“中亚国家同中国人
民文化艺术年”倡议，加快互设文化中

心和鲁班工坊建设，讲好新时代中乌
友好故事，为中乌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奠定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欢迎乌
兹别克斯坦青年赴华学习汉语。中方
愿继续同乌方开展医疗、疫苗、制药等
领域合作，支持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
疫苗生产中心。双方要加强减贫合
作，在发展经济和促进民生方面互学
互鉴、互帮互助。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中亚国家是
唇齿相依、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乌方加强合作，坚决反对外
部势力干涉内政，坚定维护各自国内
稳定，坚定维护地区安全利益。中方
赞赏乌方为成功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撒
马尔罕峰会作出的重要贡献，愿同乌
方携手推动本组织发展行稳致远。中
方愿同乌方等地区国家一道，做大做
强“中国+中亚五国”会晤机制，为中国
同中亚国家合作开辟新的广阔空间。
中方愿同乌方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和全球安全倡议，维护发展中国家共
同利益，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
全球治理体系作出贡献。

米尔济约耶夫表示，在习近平主席
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
发展成就，友好的中国人民正在实现中
国梦的道路上坚定前行。预祝中共二
十大取得圆满成功！（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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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归欣）9月15日，在
广西南宁参加第 19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期间，省长王凯会见东盟国家驻
华使节，就开展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
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马
来西亚驻华大使拉惹·拿督·努西尔
万、老挝驻华大使坎葆·恩塔万、文莱
驻华大使拉赫玛尼、越南驻华大使范
星梅、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
菲律宾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欧蒂诺，
缅甸、柬埔寨、新加坡驻华使节及中
国—东盟中心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王凯向各位驻华使节参加中国
（河南）—RCEP 成员国开放共享经

贸合作洽谈会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
期以来对河南的关心支持。他说，河
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
文化大省和交通大省，与东盟国家友
谊源远流长、交往日益频繁，双方已
成为彼此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今
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
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应对经
济下行和疫情冲击，全力稳住经济大
盘、稳就业保民生，各项经济指标均
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呈现向
上向好态势。

（下转第三版）

王凯会见东盟国家驻华使节

本报讯（记者 归欣）9月 15日，中
国（河南）—RCEP成员国开放共享经
贸合作洽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河南
省省长王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主席蓝天立出席并致辞。

河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费东斌主
持洽谈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跃飞出席。印

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老挝驻华
大使坎葆·恩塔万、菲律宾驻华大使馆
临时代办欧蒂诺分别致辞，马来西亚
驻华大使拉惹·拿督·努西尔万、文莱
驻华大使拉赫玛尼、越南驻华大使范
星梅、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
缅甸、柬埔寨、新加坡驻华使节及中
国—东盟中心有关负责人出席。

王凯代表河南省委、省政府，向出
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感
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的
大力支持。他说，河南是全国重要的
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工业大省和文化
大省，历史文化悠久灿烂，区位优势得
天独厚，农业基础坚实厚重，新兴动能
加快成长，对外开放活力彰显。近年

来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牢记领袖嘱
托、勇担历史使命，积极应对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在
拉高标杆中争先进位，在加压奋进中
开创新局，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
好、稳中向上态势，展现出较强的韧性
和创造力。（下转第三版）

中国（河南）—RCEP成员国
开放共享经贸合作洽谈会在南宁举行

王凯蓝天立出席并致辞

新华社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9月
15日电（记者 范伟国 刘华）当地时间
1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
罕国宾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
会见，就中俄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
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中俄保持
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沟通。两国各领域
合作稳步推进，体育交流年活动有序
展开，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更加热络，
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调，维护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
变、历史之变，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
力，体现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为
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
持，深化贸易、农业、互联互通等领域
务实合作。双方要加强在上海合作组
织、亚信、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的协
调和配合，推动各方增进团结互信，拓
展务实合作，维护本地区安全利益，维

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
同利益。

普京预祝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相信在习近
平主席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不
断取得新成就。普京表示，当今世界正
在发生许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俄中友
谊与互信，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稳固如山。俄中都主张推动更加公平
合理的国际秩序，树立了国际关系典
范。（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习近平会见土库曼斯坦总统
习近平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习近平会见蒙古国总统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习近平会见阿塞拜疆总统

新华社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9月
15日电（记者 范伟国 孙浩）当地时间
1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
罕国宾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
总统呼日勒苏赫举行中俄蒙三国元首
第六次会晤。

习近平指出，中俄蒙三方合作具
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发展韧性。虽然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三方合作
的脚步从未停歇，取得的成绩值得肯
定。我们携手抗疫，第一时间相互驰
援抗疫物资，毫无保留分享抗疫经验，
共同守护三国人民生命健康。我们开
展“云交流”，保持交往热度，民心相通
纽带更加紧密。我们积极开展边境地
区联防联控合作，促进经贸往来稳定
顺畅，途经三国的跨境运输亚洲公路
网推进成效显著。

习近平就推进中俄蒙合作提出四

点建议。一是牢牢把握三方合作的正确
方向，深化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尊
重彼此核心利益，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在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

二是提升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
合作，共同打造应对风险挑战的合作
平台、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平台。

三是落实好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已达成共识，推动毗邻地区不断深化
经贸、人文、旅游等领域合作，继续为
三国工商界搭建高质量交流平台。

四是培育三方合作更多成果，支
持扩大相互间贸易本币结算规模，欢
迎俄罗斯和蒙古国更多金融机构加入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筑牢地区金融
安全屏障。

普京表示，俄中蒙三方合作成效
显著，具有明显互利性质，为彼此关系
发展增加了附加值。三国作为近邻，

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全面巩固推
进三方合作。应鼓励支持三国企业家
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交通、物流、跨境
运输、能源、高新技术、旅游、人文等领
域合作取得更多实质进展。

呼日勒苏赫表示，发展同中、俄两
国睦邻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首要方
向。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加强蒙中
俄三方合作尤为重要。蒙方愿同中、
俄加强沟通，促进双边和三方在贸易、
投资、环境、能源、铁路、旅游等领域合
作都取得积极进展。

三方确认《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
规划纲要》延期 5年，正式启动中蒙俄
经济走廊中线铁路升级改造和发展可
行性研究，商定积极推进中俄天然气
管道过境蒙古国铺设项目。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会见。

习近平出席中俄蒙元首第六次会晤

当地时间9月1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罕国宾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见，就中俄关系和共同关
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当地时间9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罕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谈。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