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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15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

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

主旨演讲，指出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

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亚洲人

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

通的亚洲。 我们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夯实共建亚

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

础。 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

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未来

之中国， 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

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

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和外方领导

人共同步入会场。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

平走上主席台，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

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 同时，国际

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

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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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

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

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习近平指出，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

居地之一， 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 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亚洲人民创

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 亚洲文明也在自

身内部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

展壮大。 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

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人类文

明因亚洲而更加绚烂多姿。 我们应该增

强文明自信，在先辈们铸就的光辉成就

基础上， 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

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习近平强调， 亚洲各国山水相连、人

文相亲，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相同的梦

想追求。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把握大势、顺

应潮流，努力把亚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变成现实。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

的亚洲，希望各国互尊互信、和睦相处，广

泛开展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活

动， 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时光。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共同繁荣的亚洲，希望

各国合力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经济全球化，共同消除一些国家民众

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后，共同为孩子们创造

衣食无忧的生活。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开放

融通的亚洲， 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

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我们要

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

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

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习

近平提出4点主张。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人类

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

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我们应该秉持

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

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

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一

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 人们对美好

事物的向往， 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的。 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

机， 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

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交流

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交流互

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

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

该是单一的、单向的。 我们应该以海纳百

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

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

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我们

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

进步的源头活水， 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

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

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

提供必要支撑； 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

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

交流合作计划， （

下转

A10

）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呼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书记、市委外事工

作委员会主任张硕辅主持召开市委外

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传达学习贯

彻全国地方外办主任会议和省委外事

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全省外事工作

会议精神， 听取我市 2018 年对外工作

情况及 2019 年工作思路汇报， 审议市

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办公室工

作细则、2019 年对外工作要点等文件，

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外交思想， 把做好外事工作作为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充分发挥广

州优势和作用，积极宣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度融入和服

务国家总体外交，坚决完成中央和省委

交办的任务， 高水平做好外事工作，为

建设国际大都市提供有力支撑。 紧紧扭

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纲”，加快推

动与港澳制度规则联通贯通融通，共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动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

通枢纽功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

进中新广州知识城等国际合作项目，做

好海丝申遗等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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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高水平做好外事工作 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

张硕辅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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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15日晚在北京国家

体育场同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

领导人夫妇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活

动。

王沪宁出席。

孟夏的北京，惠风和畅，万物并秀。夜

幕下，国家体育场“鸟巢”灯光绚烂，青春

涌动。

19时 59分，在雄壮的《命运共同体》

乐曲声中，习近平和彭丽媛同柬埔寨国王

西哈莫尼、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新加

坡总统哈莉玛、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

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等外方领导人及

配偶共同走上主席台。

宛若银河的灯光点阵在空中呈现倒

计时数字，现场观众齐声呼喊：10、9、8、7、

6、5、4、3、2、1！ 一场以“青春嘉年华，共圆

亚洲梦”为主题的文化盛宴拉开大幕。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致辞，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各国

嘉宾和艺术家们。 习近平指出，亚洲各国

都有古老灿烂的文化，既独树一帜、各领

风骚，又和谐共生、交相辉映。亚洲文明的

多样性赋予了亚洲文化更为丰富的色彩、

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今晚，艺术将跨越民

族、穿透心灵、沟通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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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

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下午，广州市市长温国辉会

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

司（ 简称五矿集

团）

总经理国文清，就把握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战略机遇、加强双方合作进行深

入交流。 副市长黎明与五矿集团副总经

理刘才明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温国辉说，五矿集团是世界 500 强

企业， 在众多领域极具竞争力和影响

力，业务遍布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当

前，广州正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

政府要求，举全市之力推进实施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加快建设国际大

都市。 希望五矿集团抓住大湾区发展机

遇，加快在广州的发展布局，推动双方

在更多领域加强合作并取得成果，让广

州成为五矿集团面向“一带一路”、辐射

大湾区的国际总部基地。 （

下转

A10

）

温国辉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总经理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宣）

5 月 15 日， 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三周年之际，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广州市社科联组织广州社科理论界召

开座谈会。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徐咏虹出席会议并讲话。 广州地区社科

理论界专家学者、市直宣传系统单位及

各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负责同志、市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学会代表、媒体

代表等 60 余人参加会议。

来自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师范大

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广州

医科大学、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市

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 7 位专

家作主题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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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