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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法国巴黎，春和景明，而
此时的国际局势却被阴云所笼罩。

“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
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
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
运掌握在自己手中。”26日举行的
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
习近平主席发出的号召掷地有声。

为全球治理明确方向，为国
际合作把脉开方。在元首外交引
领下，中国为人类更加美好的未
来贡献力量，发挥负责任大国应
有的作用担当。

坚持多边主义，做全球治理
的积极参与者——

“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
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
“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
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

“坚持改革创新，挖掘增长动
力”“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全球治
理”“坚持迎难而上，破解发展瓶颈”
“坚持伙伴精神，妥善处理分歧”；

…… ……
从中法全球治理论坛到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从上合组织
峰会到亚信峰会，从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再到一系列“小多
边”、双边活动……国外、国内，客
场、主场，习近平主席利用各种国
际场合针对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
案，推动各方凝聚捍卫多边主义
的重要共识。

从积极推动政治解决朝鲜
半岛问题，到维护伊核全面协
议，再到推动阿富汗、叙利亚、
巴以等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
体系，始终坚定站在国际法和
国际道义一边，做维护国际公
平正义的“行动派”。

在古特雷斯秘书长看来，中
国已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多
边主义的支柱。6月 28日，他在
同习近平主席会见时表示，联合
国愿同中国共同努力，更好发挥
全球治理应有的作用，使遵循多
边主义成为国际社会主流。

着眼长远未来，做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者——

4月至 5月，三场主场活动接
踵而至，侧重点虽不尽相同，但都
聚焦人类共同命运、共同未来：

“帮助发展中国家打破发展

瓶颈，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
链、供应链并从中受益”；

“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
同梦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
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
共同体”；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
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
文化文明力量”；

…… ……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习近平
主席着眼全人类前途命运，从不
同角度深刻阐释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赢得各方广泛赞同。

4月底，中国同柬埔寨、老挝
先后签署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
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由愿景计划
转入落实阶段，成为不同文明、国
情各异国家间开展紧密合作的又
一生动实践。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为世界谋大同。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正扬帆远航，驶向更加辽阔
光明的未来！ 据新华社

直挂云帆济沧海
——2019年上半年中国元首外交纪实

2019年6月29日傍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回到北京，结束了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
会的行程，也为这个繁忙的“外交月”画上圆满句号。

纵观上半年，既有半个多月里主持或出席3场主场活动，又有一个月内4次出访、出席4场重要国际会议，习近平主
席的“忙碌指数”不断刷新。

国际形势风云激荡、变乱交织；元首外交穿云破雾、引领航向。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以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宏大视野和战略思维，运筹帷幄、布局落子，引领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拓新局面，让世界看到一个负责任东方大国的格局与担当。

“习近平出访欧洲，首站意
大利！”3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开
启访欧行程之际，意大利主流
媒体第一时间发出报道。

这是2019年习近平主席首
次出访。意大利、摩纳哥、法
国，6天5夜、3国5城，欧洲之行
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
新的动力。

从北京燕山脚下、妫水河
畔，到吉尔吉斯斯坦楚河谷地、
塔吉克斯坦吉萨尔谷地，从俄
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到朝
鲜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回看
习近平主席繁忙的外事日程，
人们更能体会一个大国领袖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沉
情怀，更能理解一个世界级领
导人“走四方固然辛苦，但收获
是‘朋友圈’越来越大”的使命
担当。

以元首外交为引领，通盘
谋划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
多边外交，不断完善外交总体
布局，这短短半年，是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生动缩影。

这是引领大国关系健康发
展的坚定步伐——

6月 5日，克里姆林宫 2层
乔治大厅灯火通明。习近平主席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从数十米长
的红毯两端相向走来。

再一次紧紧握手，再一次
热情问候。这是习近平主席
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第 8
次访问俄罗斯、第 31次同普京
总统会晤，如此高频次的元首外
交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实不多见。

见证各自母校向对方颁授
名誉博士学位，出席对方国家
举办的一系列大事、喜事……6
年间，两位领导人不拘一格的
丰富互动，成就了中俄友谊的
一段段佳话，而他们之间的友
谊无疑也成为中俄战略关系的
重要保障。

此访期间，两位领导人共
同签署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关于加
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
明，开启了中俄关系更高水平、
更大发展的新时代。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
稳定，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
责任。”习近平主席洞观天下，
通过此行发出明确信号：中俄
深化互信协作的共识牢不可
破，中国倡导互利共赢的信念
坚不可摧！

这是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
交往的坚定步伐——

6月 20日至 21日，习近平
主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在
中朝建交 70周年重要节点，两
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进一步
发展中朝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共同开启中朝友谊崭新篇章。

周边地区是中国安身立命
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发展好
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
中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

6月中旬中亚之行，习近平
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
恩别科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
赫蒙分别签署中吉、中塔进一
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两位总统还分别向
习近平主席授予各自国家最高
奖章；

6月下旬大阪之行，会晤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两国领导人
就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发
展达成10点共识；

半年间，习近平主席在国
内外不同场合同30多位周边国
家领导人会见会谈，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
心……

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主席
的周边外交行动节奏明快，双
多边并举，打出了一套漂亮的
组合拳。

这是推动同发展中国家携
手并进的坚定步伐——

“来到中国就是到了第二
故乡。”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前夕，埃塞俄比
亚总理阿比在同习近平主席会
晤时说的一番话，充满深情。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
一起，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
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中国以行
践言。

今年上半年，中国非洲研
究院成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首
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先后
举行，习近平主席分别致信祝
贺，推动中非合作不断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
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主持中非
领导人会晤，中非合作论坛前
任非方共同主席国南非、非洲
联盟轮值主席国埃及、中非合
作论坛现任非方共同主席国塞
内加尔领导人和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悉数出席。与会领导
人就深化中非合作、支持非洲
发展和联合国工作、维护多边
主义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达
成广泛共识。

“当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逆
全球化动向只不过是全球化潮流
中激起的几朵浪花，阻挡不住全
球化大潮。”

6月 7日，在圣彼得堡国际经
济论坛全会上，习近平主席在互
动交流环节就逆全球化等回答主
持人提问时指出。

6月 29日，习近平主席同美
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阪举行会晤，
双方同意继续推进以协调、合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宣布将在
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
磋商。这些重要共识向国际社会
和全球市场发出积极和正面信号。

倡导开放合作，推动做大联
动发展、共同发展的“蛋糕”——

“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
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
面实施平等待遇”“大力推动经贸
谈判”……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对外开
放 5方面重大举措，为世界经济
注入强大信心。

“古往今来，人类从闭塞走向
开放、从隔绝走向融合是不可阻
挡的时代潮流。我们要以更大的
开放拥抱发展机遇，以更好的合
作谋求互利共赢，引导经济全球

化朝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主席
指出。

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在
风云变幻中引领方向。

面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
同时，旗帜鲜明地推进经济全球
化进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同各方实
现互利共赢。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指
出，中国正在国际多边贸易体系
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推动全球
化向着更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持续为
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
京召开，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迎来历史性时刻。

39位外方领导人、150个国
家、92个国际组织、6000多位外
宾……一组参会数据，折射出“一
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道义感召
力、合作吸引力。

本届高峰论坛形成了包含 6
大类 283项的务实成果清单，成
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
意”迈向“工笔画”的重要里程碑。

其间，习近平主席全程主持

三阶段圆桌峰会，为多位外国领
导人访华举行国事活动，并举行
了数十场密集的双边会晤。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目的就是动员更多资源，拉
紧互联互通纽带，释放增长动力，
实现市场对接，让更多国家和地
区融入经济全球化，共同走出一
条互利共赢的康庄大道。”习近平
主席道出“一带一路”这一中国方
案背后的大逻辑。

意大利、卢森堡、秘鲁……越
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
朋友圈，合作共赢的道路越走越
宽广。

世界银行 6月发布的研究报
告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
施可使 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使全球贸易增加 6.2％，沿线经济
体贸易增加 9.7％，全球收入增加
2.9％。

“在一些国家质疑全球化、多
边主义，甚至开始采取一些贸易
保护主义政策的背景下，共建‘一
带一路’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促进开放合作、推进自由贸易的
好平台。”不远万里来华与会的智
利总统皮涅拉作出的中肯评价，
道出众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
民的心声。

云帆高扬 深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勇立潮头 引领世界各国开放合作

胸怀天下 推动“地球号”驶向更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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