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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西班牙国王举行的欢迎宴会
同西班牙首相共同会见中西企业顾问委员会双方代表

▲当地时间 11 月 2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共同会见中西企业顾问委员会双方代表。

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当地时间 11 月 28 日晚，正在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在马德里王

宫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费利佩六世国王和莱蒂西娅王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新华社马德里 11 月 28 日电(记者
王晓郡、冯俊伟)当地时间 11 月 28 日
晚，正在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
世在马德里王宫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

晚 8 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
达马德里王宫，费利佩六世国王和莱蒂
西娅王后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握手
合影，随后同出席欢迎宴会的中西两国
来宾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内，宾朋满座，隆
重热烈。

欢迎宴会开始，乐队奏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两国元首分别致辞。

费利佩六世国王首先代表西班牙国
家、政府和人民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热烈
欢迎。费利佩六世国王表示，西中友好历

史悠久。建交 45 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
重、相互信任、共同发展。当前，西中关系
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广阔。两国各领域交
往日益紧密，人民对彼此文化的兴趣日
益浓厚。双方一致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在应对气候变化、支持非洲发展等
问题上立场相似。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
西班牙体现出西中两国人民的深厚友
谊，也展现了西中关系发展的丰硕成果，
是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必将推动西中
关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走向更高更远
的未来。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西班牙是世
界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
和西班牙分处亚欧大陆两端，文明的纽
带让两国友好跨越千山万水，历久弥坚。
西班牙王室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推

动中西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
是中西建交 45 周年。中西友好和合作在
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强大活力。我
相信，未来中西两国合作机会更多、领域
更广、程度更深。

习近平指出，这次访问期间，我同费
利佩六世国王、桑切斯首相等西班牙领
导人就中西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
深入交换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双方
一致同意，以两国建交 45 周年为契机，
密切高层往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实
现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中方愿同西方一道，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携手前行，共同创造中西关系的美
好明天。

晚宴期间，西班牙皇家卫队交响乐

团和西班牙艺术家为来宾们演奏了中西
两国经典曲目。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宾主共叙友
谊，共话合作，共祝中西关系不断向前发
展。

欢迎宴会在西班牙国歌声中结束。
两国元首夫妇亲切话别。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上述活动。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众议长帕斯托

尔、参议长埃斯库德罗、宪法法院院长冈
萨雷斯、最高法院院长莱斯梅斯、内阁大
臣以及西班牙各界知名人士逾百人参加
欢迎宴会。

新华社马德里 11 月 28 日电(记者
魏建华)当地时间 11 月 28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共

同会见中西企业顾问委员会双方代表。
习近平首先祝贺中西企业顾问委员

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大会，称其为
深化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是“强强
联合、优势互补”的合作新模式。习近平
指出，中西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3 年
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共建
“一带一路”不乏成功范例。两国加强战
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有助于促进亚欧
互联互通，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开放、包
容、平衡发展。希望西班牙继续用好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一公共平台，充分展
示西班牙国家形象，一流产品、技术和服
务，获取更多商机，推动中西经贸合作再
上新台阶。

习近平感谢两国企业家长期以来为
中西经贸合作发展作出的不懈努力，相

信在两国企业家和工商界共同努力
下，新时期中西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
必将谱写更加辉煌的新篇章，给两国
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桑切斯表示，西中企业顾问委员
会在习近平主席对西班牙进行历史性
访问之际成立，恰逢其时。在这个充满
变化的时代，西班牙越来越关注亚洲，
尤其是重视日益走向世界的中国。今
天的中国经济、文化都充满着活力，已
经是世界经济、贸易强国，是西班牙的
重要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目的地之
一。西班牙政府支持促进西中两国经
贸、投资合作，支持两国企业界加强联
系。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29 日分别向
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
各领域合作不断发展。近年来，两国能源
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促进两国经济
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愿同俄
方一道，共同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再上新
台阶。

习近平强调，举办中俄能源商务论
坛是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旨
在为双方企业搭建直接对话交流的平
台，广泛寻找合作机遇，精准对接合作需
求。希望与会嘉宾围绕“进一步深化中俄
能源贸易、投资及金融的全方位合作”的
主题，深入沟通、凝聚共识，巩固现有合
作，挖掘新的合作机会，推动中俄能源合
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正在稳步持续提升，能源
合作作为俄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年来取得长足发展。本次论坛议程丰富，
内容充实，议题涵盖双方在油气、煤炭、
电力、投资、科研和环保等领域合作，充
分表明两国能源企业具有十分广泛的共
同利益。相信来自两国政府部门、能源企
业、金融机构和智库的参会嘉宾将开展
内容丰富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探索双
方互利合作的新模式。

习近平同俄总统普京分别向

中 俄 能 源 商 务 论 坛 致 贺 信
新华社马德里 11 月 28 日电 11月 28

日，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
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巴勒斯坦问
题是中东问题的根源性问题，关系巴勒
斯坦等中东各国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早日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
人心所向，符合巴勒斯坦等地区各国
人民利益，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巴建交 30
周年。中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好朋友、
好伙伴，是巴以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中

方坚定支持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支持
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
义事业。中国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创新国际促和机制，推动巴以双方早日
重启和谈，为实现中东全面、公正、持久
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习 近 平 向“声 援 巴 勒 斯 坦

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

新华社记者

40 年改革开放，“一切为了人民”始
终不渝。

共享发展成果，既是改革开放的价
值追求，也是改革开放的活力之源。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新
时代的神州大地上，共享发展的理念正融
汇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展现出一幅幅
共创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壮丽图景。

“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
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
一部分人共享。”

——— 习近平
四川青川县沙州镇青坪村，绵延的

大山一眼望不到头。
一家六口人，三个残疾，两个年老多

病，在大山窝里穷了一辈子的焦自营，没
想到在 2018 年迎来“彻底改天换地”：政
府出钱，帮他在通水通路的山下集中居
住点建了 120 多平方米的钢筋水泥平
房，“搬出了山窝窝，还住上这么大这么
敞亮的房子。”

好政策，还不只扶贫搬迁这一项。
“你看这漫山遍野的绿茶苗，都是浙

江的亲人们捐赠给我们的。”74 岁的焦

自营掰着手指盘算着，“我家 15 亩地，现
在都种了茶苗。一亩地流转一年 300 元，
以后茶叶收了，村集体每家每户分红，贫
困户还能多分一些。”

从焦自营家出门，绕过几道弯弯，满
眼便是一片接一片的山区梯田。

忙着栽种白茶苗的村民们，喊着当
地的“薅草锣鼓”号子，讲述着这批白茶
苗特殊的“身世”———

今年 4 月，浙江安吉黄杜村 20 名农
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提出愿意
捐赠 1500 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
脱贫。总书记对此作出重要指示，赞扬他
们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

这批白茶苗，正是刚刚从浙江安吉
运到四川青川的。

上世纪 90 年代，为加快西部贫困地
区扶贫开发进程、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党和国家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

在对口帮扶四川广元的 22 年间，浙
江累计安排资金近 90 亿元。同时还坚持
“开发式扶贫”，派遣各类专业人才 4500
多人次帮扶青川县，培养各类本土人才
2 万余人，并大力推动当地的产业发展。

在全国范围内，20 多年来，从闽宁
协作到浙川协作，从沪滇合作到苏陕协
作，从两广协作到鲁渝协作……反贫困
的伟大斗争进程中，扶贫协作的历史写
下了共同富裕的动人篇章。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
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
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
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
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
长与进步的机会。”

——— 习近平
1997 年，22 岁的米雪梅离开甘肃

老家南下到广东中山，准备做一辈子“外
来工”。

可没想到，20 年后的今天，她从最初
的女保安一步步成了企业部门总监。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在中山市当

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今年 3 月，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听了米
雪梅发言后，鼓励她说：“你的经历就像
你的名字，‘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是沾了改革开放的光。”米雪
梅说。

时代的烙印，印刻在发展的每一
个阶段。发展不断进步，人的需求日益
多元，决定了共享发展不仅仅局限于
物质的满足，更在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等方方面面，以及人人都享有参
与社会发展的权利和机会。

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山，人口
流动、城乡融合，让城市人与农村人、
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二元结构矛盾日益
凸显，如何让更多的“米雪梅们”享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

（下转 6 版）

改 革 开 放 的 活 力 之 源
共享发展的新时代印记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3 版 ）

共享发展

广西百色市德保县城关镇那温村村民在花海
中行走（11 月 27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张善臣摄

百色壮乡花开迎客
夜色中的小西街（ 11 月 28 日无人机拍摄）。浙

江湖州市通过电能替代模式，推广“零排放”生活方
式。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低碳街区“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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