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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3 日电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0 月 1 日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我驻外人员和海外华
侨华人对此反响热烈。他们纷纷表示，为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感
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愿以今天的努力奋
斗成就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第 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指挥
长高朝宁说，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
们指明了前进征程的方向，字字千钧、掷

地有声，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海外
维和部队官兵将坚决以讲话精神为指导，
牢记维和使命，继续不懈努力。

中国第 5 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
兵营教导员蔡伟说，维和部队方队今年
首次在国庆阅兵中接受检阅，这既体现
了祖国对我们维和部队的高度重视，更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孔子学院
教师秦司洋洋说，作为一名在非洲工作
的中文教师，她感受到中国在海外的影
响力不断增强，摩洛哥民众学习中文的
热情不断提高，她希望通过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为新中国 70 华诞献礼。

中国建筑集团阿尔及利亚公司员工
赵北寒说，庆祝大会直播精彩画面一个
接一个。公司的发展与祖国的强大密不
可分，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衷心祝愿
祖国繁荣富强。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邵闻说，他
几乎是目不转睛地收看庆祝大会，从心
底里为今天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
无比骄傲。中国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和统一大业，继续同世界各国
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英国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
会长刘凯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
全球华夏儿女的心声。历史照亮未来，征
程未有穷期，我们将继续努力，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
席翁国宁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满含深
情地道出了海外中华儿女们共同的心
声。70 年来，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来
之不易。伟大祖（籍）国的强盛是所有海
外华侨华人的骄傲。

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会长方侨生说，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
成就，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稳定作出巨大贡
献，柬埔寨华侨华人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马来西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
颜天禄说，70 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团
结就是力量的精神不断奋进，创造了世
界惊叹的中国奇迹。在前进的征程上，全
球中华儿女必将更加团结，战胜未来的
一切艰难险阻。

英国英中律师协会会长朱小久在天
安门广场观看庆祝大会后说：“我的感想
可以总结为八个字：振奋、自豪、责任、使
命。”海外华侨华人要用自己的努力，继续
为祖（籍）国的发展、强大和统一作贡献。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澳中艺术与文
化研究院院长韩静说，中国的富强和国
际影响令华侨华人感到无比振奋和自
豪。传播中国文化、艺术，促进澳中相互
了解，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参与记者：毛鹏飞、陈斌杰、牛彦澧、孙
帅、朱晓楠、杨臻、黄灵、金晶、林昊、顾震球、
梁希之、李保东、李奥、陈俊侠、高山、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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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3 日电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0 月 1 日在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连日来持续引发国际社会热
议。外国政要和专家学者认为，重要讲话
向世界表明，前进征程上，取得伟大成就
的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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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促进世界和
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关系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习
近平主席在讲话中重申推动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令世人相信，中国在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同
时，将坚决维护世界和平、为全球发展做
出贡献。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学者何塞·
罗瓦伊纳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和阅
兵仪式向世界传递出中国所倡导的和平
共处、互利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展现出中国拥有维护国家发展利
益、维护世界和平的军事力量。

国际知名智库席勒研究所驻美国休
斯敦代表布莱恩·兰茨表示，习近平主席
强调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
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蓬勃发展的国际合作中，将继
续发挥重要作用。

法国团结与进步党主席雅克·舍米

纳德在仔细阅读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后
说，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对世界的重要贡
献，希望“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对构建合
作共赢的国际体系发挥推动作用。

意大利中国问题专家弗朗切斯科·
马林焦说，中国的外交政策着眼于维护
世界和平。近几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以
及中国发起和参与的多个多边平台，使
国际社会能够有效增进合作。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巴中研究中心主
任、国际法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说，他
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并观看了阅兵
仪式。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表明中国愿与
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乐于将自己的
成功经验分享给世界。

委内瑞拉卡拉沃沃大学社会科学院

教授、新兴经济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德
尔加罗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向世界传
递了非常明确的信息：中国在取得经济、
科技、社会、军事等领域的巨大进步后，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全人类共同发展。

萨尔瓦多 TVX 国家电视台台长胡
利奥·比亚格兰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和
阅兵仪式都反映出团结的元素，这不仅
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中国还致力
于推动世界团结和共同发展。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一
带一路”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伊沃娜·拉杰
瓦茨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表明在国际
局势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日益突出的今
天，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以及为全人类
福祉做出贡献的追求。

匈牙利雅典娜地缘政治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埃斯泰豪伊·维克托说，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这说明中国
将继续寻求与各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
副教授安里·沙拉波夫说，中国 70 年的
发展经验对中亚国家发展具有借鉴意
义，中国提出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对于发展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
中心主任狄伯杰说，习近平主席重申中
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将继续同
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这说明中国将坚持合作共赢、共同
繁荣和共同安全的政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
所长陈刚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表明
中国将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继续同世
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
所所长金平说，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
道路，中国通过自身发展已成为维护
国际秩序稳定的关键力量。中国提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促进和平、稳
定、繁荣与和谐的国际新平台。

（参与记者：刘洋、李洁、刘立伟、高
路、徐永春、赵焱、陈威华、徐烨、王瑛、
蔡国栋、吴昊、石中玉、朱婉君、毛鹏飞、
袁亮、胡晓明、王丽丽、章建华、郭磊、尹
南、张笑然、黄灵、聂晓阳、刘春涛）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继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外国领导人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 日电又有许多

国家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致电或致
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祝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日本天皇德仁表示，值此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庆佳节，我谨致以由衷祝贺，
祝愿中国繁荣昌盛。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表示，文莱和中
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期待两国进一步
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缅甸总统温敏表示，缅中两国业已
存在的友好关系和紧密合作未来将在中
缅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框
架下继续蓬勃发展。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卜杜拉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不断地取得显著发
展成就，已成为最有活力和成功的国
家。希望马中两国继续深化友好关系。

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阿中长期相
互信任、相互帮助，建立了深厚友谊。
阿富汗坚定致力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表示，在
习近平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在各领
域都取得辉煌成就，在国际和地区事务
中发挥重要作用。我愿推动摩中关系取
得更大发展。

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表示，正因
为有中国的支持，非洲大陆得以从殖民
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坦中关系建立在相
互尊重和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坦方愿进
一步巩固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良好
关系。

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正在以更
加矫健的步伐阔步前行。这必将为构
建更加公平、完善的全球秩序做出贡
献，进一步促进国际法治、正义和世
界人民团结。

马里总统凯塔表示，中国在国际上
发挥着维护和平、公平和正义的积极作

用，是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对广
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无私、务实的
帮助。

冈比亚总统巴罗表示，冈方高度
重视冈中友好、团结、合作的兄弟关
系，相信冈中关系必将不断巩固加
强，持续造福两国人民。

安哥拉总统洛伦索表示，我们高
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建设
性作用。中国不仅是国际舞台中的和
平与稳定因素，也是世界其他国家进
步和发展的推动者。

博茨瓦纳总统马西西表示，中国
过去 70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
就令人钦佩。中国已成为众多创新以
及科学发现和发明的主要来源地，这
不仅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促进
了全人类的进步。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表示，伟大中
国今日的世界大国地位当之无愧。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表示，祝
习近平主席和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
安康。

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表示，
我谨向习近平主席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和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和中国人民幸
福安康。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表示，比利时
高度重视比中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和密
切合作关系，诚挚祝愿习近平主席和
全体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丹麦王国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表
示，丹中两国关系长期保持强劲稳定
发展，我对此深表赞赏。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表示，葡中友
谊、互信和合作纽带更加紧密。我深
信，双方将不断丰富葡中关系内涵。

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表示，我坚
信瑞中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深
化发展。祝愿中国和中国人民前程

似锦。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愿与中方进

一步深化波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匈牙利总统阿戴尔表示，匈方为

匈中合作的丰硕成果感到荣耀。匈方
将继续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发
挥关键作用。

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表示，相
信罗中两国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将
不断取得新发展。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欧中
关系密切持久。双方应保持积极合作
势头，推进欧中共同合作议程。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表示，我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和社会
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钦佩。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
将在进步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进一步
成为令世界敬仰的典范。

哥斯达黎加总统阿尔瓦拉多表
示，中国在诸多领域成为全球的榜
样和典范。哥方很高兴能在广泛议
题上成为中国在中美洲的伙伴，希
望哥中关系未来不断巩固。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表示，萨
方重申愿继续增进萨中在各领域的
相互了解。祝福兄弟般的中国繁荣
昌盛。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表
示， 70 年来，中国从解决人民温饱
到实现小康，并将于 2020 年消除绝
对贫困，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
的伟大成就。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
下，正大步迈向繁荣的现代化强国。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理总干事费
鲁塔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和平、
发展和核不扩散领域发挥的领导作
用，期待与习近平主席及中国政府
携手努力，共同推动建设更加和
平、安全的世界。

▲ 9 月 30 日，在美国旧金山，观众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当地首映礼上合唱同
名主题歌。 新华社发（李建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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