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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博鳌亚
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20日上午
在海南博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
频方式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克时艰，命
运与共创未来》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20年来，见证了中国、亚洲、世界走过
的不平凡历程，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
发挥了重要影响力、推动力。当前，百
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
动荡变革期。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
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
代。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我们应
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

来？对这一重大命题，我们要从人类共
同利益出发，以负责任态度作出明智选
择。中方倡议，亚洲和世界各国要回应
时代呼唤，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
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
迈进。

——我们要平等协商，开创共赢共
享的未来。应该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
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
国共同掌握。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
担当。

——我们要开放创新，开创发展
繁荣的未来。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巩固
供应链、产业链、数据链、人才链，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人为“筑墙”、“脱
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损人不
利己。

——我们要同舟共济，开创健康安
全的未来。加强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
加强新冠肺炎疫苗国际合作，全面加强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共同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推进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合作。

——我们要坚守正义，开创互尊互

鉴的未来。要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
弈，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和意识形
态对抗。国与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
互尊互信挺在前面。要弘扬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宣布，中方将在疫情得到控
制后即举办第二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为促进亚洲和世界文明对话发挥积极
作用。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是大家携
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的私家
小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
递的是希望。我们将同各方继续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弘扬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
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我
们将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伙伴关系，
更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更紧密的
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更紧密的开放包容
伙伴关系，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
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2021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
界谋大同。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
的维护者。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推动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
不搞军备竞赛。中国将积极参与贸易
和投资领域多边合作，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欢迎各方分享中国市场的
巨大机遇。

习近平最后说，同舟共济扬帆起，
乘风破浪万里航。尽管有时会遭遇惊
涛骇浪和逆流险滩，但只要我们齐心
协力、把准航向，人类社会发展的巨轮
必将行稳致远，驶向更加美好的未
来！（演讲全文另发）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倡议亚洲和世界各国回应时代呼唤，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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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4月20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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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4月20日同印尼总统佐科通
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印尼两国贸
易和投资合作在疫情背景下逆势增
长，展现出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中
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印尼正朝着实现跨越式发
展百年目标迈进，两国面临广阔合作
前景。中方欢迎印尼抓住中国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契机，统筹推进两国各领
域务实合作，深入对接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和“全球海洋支点”构想，
打造更高质量、更大规模合作。双方
要持续推进雅万高铁等基础设施项目
合作，实施好“区域综合经济走廊”
等重点项目，培育新能源、海上合作
等新增长点，加强数字经济等领域合

作。中方欢迎印尼扩大优质产品对华
出口，支持中国企业增加对印尼投
资。双方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生效实施，促进区域贸易自由
化和经济一体化水平。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都高
度重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反对“疫苗民族主义”，两国新冠肺
炎疫苗合作走在全球前列。中方将
在全面推进国内疫苗接种工作的同
时，继续同印尼开展疫苗合作，助
力印尼建设区域疫苗生产中心，共
同抵制“免疫鸿沟”。中方已将包括
印尼在内的在华外国公民纳入接种
人群，希望印尼也为在印尼的中国
公民提供积极支持。

习近平强调，面对百年变局和
世纪疫情，中方愿同印尼增进战略

互信、深化战略共识、加强战略协
作，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
义，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维护发展
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佐科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中国各领域发展都取得成功，特
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
巨大成就，为包括印尼在内的地区国
家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印尼同中国是
好朋友、好兄弟，印尼希望学习借鉴
中国有关经验，深化两国经济贸易关
系，积极推进雅万铁路建设，深化人
文交流，共建“一带一路”。感谢中方
克服困难为印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
供宝贵支持，希望继续同中方加强疫
苗生产合作。

习近平同印尼总统佐科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中俄执
政党对话机制第九次会议20日在线上
举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分别向会
议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对会议的召开表
示热烈祝贺。他说，2021年是《中俄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也
是中国共产党同统一俄罗斯党建立关
系20周年。20年来，中俄弘扬世代友
好理念和新型国际关系原则，开展紧
密的全面战略协作，树立了当今世界
大国关系的典范。两党长期开展机制
化交往，有力巩固中俄政治和战略互
信，促进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纪疫情
和百年变局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
荡变革期。中俄作为具有全球影响
的重要力量，要深化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
荣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希望参加本
次会议的两党代表深入交流、凝聚
共识，共同开启两党战略合作新篇
章，为全面深化新时代中俄关系、
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
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两国
执政党的智慧和力量。

普京在贺信中表示，统一俄罗斯
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作为俄罗斯和中

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均在今年迎来党
的重大纪念性节点，即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和统一俄罗斯党成立20周
年。两党对话一直以来是俄中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
为可贵的是，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统一俄罗斯党与中国共产党在
中央和地方层面始终保持全面交往。
双方深入讨论双边合作的许多重大议
题，围绕党的建设、立法工作等交流
实践经验，协调形成诸多有益的、符
合现实需要的社会政治倡议。期待本
次会议参会代表开展建设性、富有成
效的工作，进一步巩固俄中两国及两
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理解。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分别向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

第九次会议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4月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迪亚斯-卡内尔，祝贺他当选古巴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欣悉你在古
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
古共中央第一书记，我谨代表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以我个人名义，向
你并通过你向古巴共产党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表示热烈祝贺。
古共八大为古巴社会主义事业绘

制了蓝图。你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
记，体现了古巴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古
巴人民对你的信任和期待。相信在你
的领导下，古巴党和政府将带领古巴
人民团结奋斗、开拓进取，推动古巴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

在两党两国历代领导人的精心培

育和大力推动下，中古关系历久弥新，
不断发展。近年来，我同你就新时期
中古关系发展达成诸多共识。新形势
下，我愿同你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
政治引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交流合
作，携手推动中古社会主义事业不断
向前发展。

祝你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取得更大
成就！

习近平致电祝贺迪亚斯-卡内尔
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4月20日同沙特王储穆罕默
德通电话。

习近平请穆罕默德转达对萨勒曼

国王的问候。习近平指出，中沙是全
面战略伙伴，也是重要合作伙伴。近
年来，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政治互信持
续深化，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已成为

相互信任、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好朋
友、好伙伴、好兄弟。中方从战略高度
和长远角度看待同沙特的关系，尊重
沙特主权和发展道路。 ■下转第2版

习近平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

□新华社记者

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习近平总书记19日在清华大学考

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广大青年和教
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要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
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
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立志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谈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来到
篮球场的情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女
篮队队长宋珂昕十分激动：“总书记
非常关注体育的发展。作为运动员、
一名新时代大学生，我要更加努力训
练，为国为校争光。”北京体育大学
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学生、竞技体育
学院冰雪教师林孟表示，北京冬奥会

的脚步越来越近，要立足岗位，提升冰
雪技能，培养学生的顽强拼搏精神和
创新精神，为北京冬奥会贡献力量。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汇报了正在进行
的工作。他说，艺术设计在国家新的发
展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下一步在教
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中，要培养有更宽
视野、更大责任担当、更多奉献精神和
家国情怀的美术人才。 ■下转第2版

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激励广大青年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

■详见第3版

守望相助 感恩奋进

奋斗：把总书记的嘱托
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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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的同学们合唱歌曲《红星闪闪》。当日，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坚定同学们爱
国、爱党的社会主义信念，“峥嵘岁月百年史·红歌唱响新时代”校园合唱比赛在内
蒙古大学创业学院举行，11支合唱队演唱了《红星闪闪》《保卫黄河》《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等红色歌曲。 本报记者 王磊 孟和朝鲁 王鹏 摄

红歌唱响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