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斗成就伟业 携手世界共赢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 1 日上午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 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
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 70 华诞。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重要讲话
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外国政要和专家学
者盛赞 70 年来中国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
伟大成就，坚信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继
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奋斗创造历史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思说，
新中国的成立是 20 世纪全球最重大历史事
件之一，中国日益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
团结的代言人，“我认为，中国将继续按照适
合自己的道路发展，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需
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需要”。

美国底特律中华商会顾问汤姆·沃特金
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
中说：“70 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
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
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70 年后的今天，中国
是协调国际关系的重要角色，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在今天，中国庆祝取得的成就，拥抱
未来。

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韦罗妮卡·萨拉斯瓦蒂说，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令人振奋”，中国 70 年发展取得伟大成
就，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乐观团结值得其他
发展中国家学习。

菲律宾中华研究学会会长罗梅尔·班劳
伊说，1949 年新中国成立，结束了中国“屈辱
的百年”。70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主要的
大国之一，这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和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

实干铸就辉煌

法国女作家、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
斯莱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没有任
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
进步伐”。她认为，历史证明了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这
是中国智慧的体现。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布斯·
范施塔登说，中国共产党已带领数亿人摆脱贫
困。中国还在科技与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绿色

能源方面取得巨大进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在许多国际领域成为举足轻重的参与
者”。

斯洛伐克新话语俱乐部成员莫拉夫奇
克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展现了中国朝
气蓬勃、欣欣向荣的面貌。近年来，中国经
济快速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负责任、
爱和平的大国形象，相信今后欧盟与中国
可以在更多层面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埃及议会第一副议长赛义德·马哈茂
德·谢里夫说，埃及人民为中国的伟大成就
感到骄傲，“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一成功历
程”。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中国前进的动
力之一，也受到世界的称赞。

发展惠及世界

孟加拉国外长阿卜杜勒·穆明说，习近
平主席的讲话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维护联合国的地位
和作用、维护世界秩序方面作出了突出贡
献。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影响
着世界的发展。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
长藤田高景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必将赢得世界各国
人民的共鸣和支持。

津巴布韦新闻、宣传和广播服务部长莫
妮卡·穆茨万古瓦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成就举世瞩目。同时，中国的发展也给
非洲国家带来发展红利。在中非合作论坛
和“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帮助非洲不
断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了非洲国家间的贸易
以及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商业交流。

澳大利亚前贸易和投资部长、澳中“一
带一路”产业合作中心董事顾问安德鲁·罗布
说，中国的成功也将带给其他国家发展机遇。

缅甸战略与国际研究所联合秘书长钦
貌林说，习近平主席讲话中令他印象最为深
刻的是“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在国际上进行全方面的合作。

韩国总统府国家安保室政策咨询委员
黄载皓说，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倡导构建开放型经济，在推进重塑世界
经济秩序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得到全球
广泛响应和认同。 （参与记者：徐静、张
远、梁辉、袁梦晨、郑昕、张代蕾、金晶、唐霁、
荆晶、蒋雪、吴丹妮、张玉亮、姜俏梅、沈红
辉、刘春涛、岳东兴、车宏亮、田明、耿学鹏）

今天，新中国迎来 70 华诞，世界目光聚
焦中国北京。

盛装的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从盛大的国庆阅兵到欢乐的群众游行，轰鸣
的礼炮、嘹亮的口号、铿锵的步履、喧天的锣
鼓、纷飞的气球、自信的欢歌……生动的画面
传向五洲，欢乐的笑脸感染世界。

70年风雨兼程，70载壮丽辉煌。一个历经沧
桑的东方大国，从神州陆沉中觉醒，于一穷二白中
奋起，在艰难险阻中奋进，迎来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在这特殊的“中国时刻”，来自世界各地的
贺电贺函飞向北京，祝福中国永盛恒昌。

“70 年的伟大成就值得进行一次盛大欢
庆！”谈及新中国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英
国前首相布朗由衷感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赞叹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合作与
多边主义的中流砥柱”，祝福中国“取得更大辉
煌”……

为中国成就叫好，为中国理念点赞，思考
中国道路，展望中国未来……真挚的祝福话
语，承载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深情厚谊，70 年
砥砺奋进的中国史诗，赢得全世界由衷喝彩。

这一刻，世界为你喝彩——
一个曾经吃不饱肚子的国家，跃升为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7 亿多人摆脱贫困，制度创新活
力迸发，科技进步惊艳世界……历经沧桑的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今日的华夏大地，自豪感写满每一张欢乐
的脸庞。

风雨 70 载，中国创造了世界史上绝无仅
有的发展奇迹，也刷新了人类对于发展模式
的认知。英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休·佩曼由衷
赞叹：这段历史堪称“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

俄罗斯总统普京祝贺中国“在经济、社会、
科技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纳米比
亚开国总统努乔马发来“热烈的、兄弟般的革命
问候与真诚祝福”，认为“中国的成功是我们发展
中国家的共同骄傲”；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说，这
个重要时刻对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一刻，世界为你喝彩——
从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到拉动全球

复苏的动力源，从“世界工厂”到最具潜力的
世界市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从驶向
海外的高铁到联通世界的 5G 网络……一次
次迭代更新，中国不断为世界带来更多共赢
机遇。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暗涌，中国秉持开放
合作理念，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分享
中国红利，努力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
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从拥抱世界、学习世界到
增益世界、赋能世界，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超越

了“国强必霸”的狭隘逻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注入强大正能量。

保加利亚副总统约托娃称中国为“全
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把中国称作“伟大朋
友”的柬埔寨首相洪森认为，强大的中国
“有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
荣”；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
里说，“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改变世界”，为
沿线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这一刻，世界为你喝彩——
今日神州大地盛世繁华，生动地回答了

中国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不仅成
功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也为发展中
国家拓展了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
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祝福声中，多国政要点赞中国道路。朝
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
恩说，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最正确的必然
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走向
胜利的根本保障；亚美尼亚副总理阿维尼
扬赞扬中国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
社会发展模式”；推进现代化，厄瓜多尔副
总统松嫩霍尔茨纳建议广大发展中国家向
中国取经……

这一刻，世界为你喝彩——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

方案，为国家如何相处、人类如何发展指明
前路，为建设一个美好世界擘画蓝图。

斡旋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真诚结交全球伙伴，推动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积极
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携手
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挑战，促进不同文明交
流互鉴……面对百年变局的世界，中国始
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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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才能生存。国
家也是如此，携手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世界
才会和平。”这是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对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解读。“为开展国际合作搭
建了全新平台，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
了现实路径”，这是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
夫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赞许。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
谋大同。70 年砥砺前行，70 年初心不改。
这是一个东方大国的视野和担当，这是一
份开创历史的气魄和情怀。

这 70 年，是中国与世界关系长卷中非同
凡响的篇章。展望未来，走在民族复兴大路上
的中国，必将带着 70 年发展积蓄的“持久力
和续航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
更有活力的文明成果贡献世界，谱写人类命
运与共的新华章。 （记者韩梁、叶书宏）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

这一刻，世界为你喝彩

▲ 9 月 30 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观众在影片开始前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国》9 月 30 日晚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首映
礼，当地华侨华人踊跃前往观看并表达祝福。 新华社发（储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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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
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招待会 9月 30日晚在人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在海外
华侨华人中引发热烈反响，他
们纷纷表示，愿同祖（籍）国同
胞一道，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书写
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志祥
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
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海外华侨华人对此感
到无比自豪和骄傲。在中国共
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这
70 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有了更深的体会”。

澳大利亚澳中商业峰会
主席杨东东说，海外华侨华
人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取
得的伟大成就欢欣鼓舞，为
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
欢呼雀跃。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描述了共筑中国梦的美好
前景，海外华侨华人是共筑
中国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我们将和祖（籍）国人民
一道砥砺前行，共铸辉煌。

澳大利亚全澳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同盟会长钱启国
说，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心情非常激动。70 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中国人民成功走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海外华
侨华人要团结起来，支持祖
（籍）国政策方针，为祖（籍）
国建设贡献力量。

塔吉克斯坦华人华侨联
合会永久荣誉主席韩东起
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令人
心潮澎湃。习近平主席在讲
话中强调要加强海内外中华
儿女的大团结，海外华侨华
人要秉承信心、信念和信仰，
同心共筑中国梦。中国日益
强大的综合国力，令海外华
侨华人倍感自豪。

赞比亚华侨华人总会会
长张键说，祖（籍）国崛起，为
海外华侨华人构筑了最坚强
的后盾。海外华侨华人将努
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伟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讲出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发展历程，讲出了中国人民为实现祖
国繁荣富强付出的艰苦努力。海外华侨华人为祖（籍）国的发展成
就感到自豪，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更加繁荣昌盛。

在卡塔尔生活了 17 年之久的中国侨联海外委员祁子涵说，身
在海外，感受到祖国的伟大。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是
伟大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在消除贫困方面，中国是全
球的典范。

意大利罗马温州工商总会会长王小华说，对中国的发展奇迹
和繁荣富强，我们海外华人有着切身体会，祝愿中国在新征程上书
写出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新任会长邵闻说，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未来
充满信心，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可阻挡，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符合世界人民的期待。

新加坡九龙会会长陈文平表示，经过 70 年的发展，中国实现
繁荣进步，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海外华侨华人感到无比骄傲
和充满自信，我们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参与记者：苏小坡、李奥、任军、彭立军、郑思远、施洋、郭阳、
杨元勇、李洁、高山、王丽丽）

外国领导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又有许多国家领导

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和前政要致电或致函国家主席
习近平，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法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
祝贺。法中关系紧密持久，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对人类社会负有特殊责任。我期待与您一
道，推动两国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同振兴多边主义。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我谨代表日本政府和人
民，向中国人民致以由衷的祝福。中国取得举世瞩目
的发展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对此深表敬
意。日方愿与中方共同开辟日中关系的新时代。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70年来，中国在各领域取
得了辉煌成就。期待在您领导下，中国继续为东北
亚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我愿同您一道
努力，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加成熟、扎实。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表示，过去 70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持和平与稳定，并以惊人的速度实
现繁荣发展。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
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柬
中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之间具有世代友好的情
谊，柬埔寨将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

新加坡总统哈莉玛表示，70 年来，中国经历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克服了重重挑战，实现了经济的快
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不仅将
造福中国人民，并且将惠及本地区和整个世界。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菲律宾人民同中

国人民一道，庆祝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巨
大成就。为取得这些成就而艰苦奋斗的中国领
袖、先驱和人民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居功至伟。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中国仅用 70
年就已成为最具国际威望和影响力的国家，为维护
世界安全稳定、促进国际合作作出特殊重要贡献。
相信在您英明有力的领导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进步，“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实现。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表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成为世界领先
的经济体，吉尔吉斯斯坦人民为友好的中国人民取
得的成就感到由衷高兴。衷心祝愿习近平主席带
领中国人民在幸福、和平与繁荣之路上再创辉煌。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在政治、社会、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取得巨
大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这些伟大成就归
功于英明的政治领导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表示，中国人
民凭借聪明才智、坚强意志、不竭动力和不屈不挠
的精神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取得辉煌成就。
您的英明领导、战略眼光和深思熟虑的改革规划，
带领中国昂首迈入新时代。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中国
正沿着全面进步繁荣的道路坚定前行，在经济社会
发展、改善民生、提高国际威望等方面取得辉煌成
就。祝愿伟大、勤劳的中国人民平安、顺遂、富足。

埃及总统塞西表示，埃中两大古老文明为全球
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两国正共
同致力于实现两个民族的宏伟愿景。祝中国迎来
更加和平安全、光辉灿烂的未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
了巨大发展成就。在您领导下，中国致力于促进国际和
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我相信，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未来两国各领域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澳大利亚总督赫尔利表示，中国完全可以为
1949 年以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感到自豪，澳大
利亚致力于在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继续
同中国密切合作。

阿联酋总统哈利法表示，我谨向友好的中国人
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并转达阿联酋人民此刻的喜
悦之情。祝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我们钦佩中国取
得的伟大成就，这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世界政治、
经济和文化舞台上的地位和领导力。

几内亚总统孔戴表示，在您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得益于您的远见
卓识和全球视野，中国同世界各国广泛建立了富有成
果的伙伴关系，为促进世界共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表示，中国只用了几十
年时间就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对伟大中
国的发展经验感到赞叹。津巴布韦将继续在国际事务
中同中方保持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塞拉利昂总统比奥表示，70 年来，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使中国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树
立了光辉榜样。在您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正
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
进。我衷心祝愿您和中国取得更伟大成功！

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表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年来，锐意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能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时间内实现如此成功的
发展。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基础设
施，中国的工业和技术也跻身世界最先进行列，这
些都离不开中国人民的巨大努力和辛勤劳动。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表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给我留下深刻
印象。希中两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两国人民
相互信任，友谊历久弥坚，加强双边关系是两国
人民的福祉。祝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民开启了走向深刻变革的伟大征程，中
国如今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伟大的中国人民
必将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委方将积极响
应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继续同中国人
民共同建设多极化世界。

牙买加总督艾伦表示，70 年来，勤劳智慧

的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
已成为世界的重要领导者。牙方愿不断加强两
国共同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

巴拿马总统科尔蒂索表示，新中国的成立
具有历史意义，让中国社会走向了繁荣和现代
化。巴拿马政府发展对华关系的愿望强烈，巴
中关系必将更加紧密和重要。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表示，70 年
来，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高度赞赏中国对多边主义的
支持。中国人民将在未来实现繁荣发展的道路
上取得更加卓越的成就。

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表示，在人类历史
上，从未有哪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数亿
人脱贫，并带领他们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了丰富借鉴。
新开发银行赞赏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期待同中国密切合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安诺生表示，
中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正积极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世界发展需要这样的环保理
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和
多边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前总统卡特表示，他和夫人罗莎琳共
同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祝愿习近
平主席带领中国取得伟大胜利，全面实现和谐
与繁荣，并为全球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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