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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于 10 日启程对希腊进行国事

访问， 并赴巴西出席在巴西利亚举行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这是习

近平主席年内第七次出访， 也是面向欧

洲、 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一次

重大外交行动。

观察此次访问行程，日程安排紧凑，

双边多边结合，活动丰富多彩。习近平主

席这次出访有哪些看点？ 又将产生哪些

重要影响？

看点一：时隔

11

年访希，引领双

边关系再提升

11 月 10 日至 12 日，习近平主席将

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中国国家主

席时隔 11 年再次访希，对中希关系发展

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这将是一次里程碑意义的访问。 ”

中国前驻希腊大使罗林泉说，近年来，中

希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今年 5 月，希腊总

统帕夫洛普洛斯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两

国元首年内实现互访， 就是中希关系高

水平发展的最好体现。

访问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分别同希

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 总理米佐塔基斯

会谈。 双方将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规划双边关

系发展蓝图，签署投资、教育等政府间合

作文件以及港口、金融、能源等领域商业

协议。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希腊作为主宾国参展， 米佐塔基斯专程

率团与会， 并表示希腊各界热切期待习

近平主席访问希腊。

“高层交往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

要引领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

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说， 相信此访将全面

提升双边交流合作水平， 推动两国关系

迈上新台阶。

看点二：共倡文明对话，扩大文

化交流互动

习近平主席访问希腊期间， 中希两

国领导人还将进行文化交流互动、 共同

提倡文明对话。

罗林泉说， 作为东西方古老文明的

发源地和传承者， 中希两国可以为应对

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提供智

慧和启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都是在包容并

蓄中不断发展进步的。 ”

今年 5 月， 帕夫洛普洛斯访华并出

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时， 高度赞赏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世界文明观、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专家表示， 此次访问将体现古老的

中华文明对古老的希腊文明的尊重和欣

赏，为促进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

交流互鉴、相互启迪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看点三： 年内二度访欧，丰富中

欧合作内涵

习近平主席访问希腊， 是继今年 3

月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后又一次欧洲之行。专家表示，此访以点

及面，体现了中国对欧外交的重视，将为

中欧关系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

动力。

“希腊既是‘17+1 合作’成员，也是

欧盟和欧元区的成员。希腊的多元身份，

使得习主席此访的意义超出了双边关系

的范畴。 ”崔洪建说。

今年 4 月， 希腊成为中国－中东欧

合作机制正式成员，“16+1 合作”扩大为

“17+1 合作”。希腊也是较早同中国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欧盟

国家， 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已经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的旗舰项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

凤英认为， 希腊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

丝绸之路的交汇点。 习近平主席的访问

将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促进中欧互联互通，实现合作共赢。

看点四：到访巴西，第五次踏上

拉美大陆

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

间， 习近平主席还将同巴西总统博索纳

罗举行会谈，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

这将是一个月内两国元首再次互

动。博索纳罗 10 月 24 日至 26 日对中国

进行了国事访问， 两国领导人就进一步

推动中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达成重要共

识，为加强两国战略对接、密切各领域务

实合作指明了方向。

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表示， 相信

此次习近平主席巴西之行能进一步推动

两国间务实合作， 助力中巴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同时，此次巴西之行，也是习近平主

席自 2013 年以来第五次踏上拉美大陆。

专家表示，中国和拉美虽然相距遥远，但

彼此有着悠久交往，相互怀有友好感情。

近几年，中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

域合作全面推进。 相信此次访问将推动

“中拉命运共同体”之船驶入新的航程。

看点五：推动金砖合作，中方主

张值得关注

11 月 13 日至 14 日，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一次会晤将在巴西利亚举行。

届时，习近平主席将出席金砖国家工

商论坛闭幕式 ， 领导人会晤闭门会

议、公开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同金

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和新开发银行对话会

等一系列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方将

对金砖合作阐述哪些重要看法主张，备

受各方瞩目。

当前， 国际形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相继崛起， 有力推动了世界

多极化进程。“厦门会晤期间确立了‘金

砖+’的合作理念，更多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国家享受到‘金砖’的红利。 ”陈凤英

说。

崔洪建认为， 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压

力不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越来

越多的国家将目光投向金砖合作， 期待

提出更多的“金砖方案”，共同维护多边

主义，为世界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信息时报讯（记者 庞泽欣）

“光绪十

三年（1887），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正式

创办广雅书院。广雅书院几经变迁，文脉

延续至今， 成为现今广东省内著名中学

广雅中学， 被称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活

的见证。”广雅中学的深厚历史又一次被

翻开。 11 月 9 日， 张之洞与广雅书院

（ 局）

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转型研讨会，

在广雅书院旧址广东省著名中学广雅中

学召开。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

出席研讨会开幕式。

张之洞与广雅书院

（ 局）

暨中国近代

教育文化转型研讨会的召开是广州市文

化教育界的一件盛事， 也是继2017年12

月在贵州省安龙县召开的纪念张之洞诞

辰18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再一次以张之

洞为“主角”召开的全国性学术盛会。

陈建华指出，这次研讨会，集中呈现

近年来有关张之洞的最新研究成果，既

是为了缅怀张之洞的历史功绩， 特别是

他在近代广东文化、 教育发展史上的贡

献， 对张之洞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

地位和影响给予新的认识， 进一步推进

张之洞学术研究， 同时也是为了从他那

里汲取历史智慧， 来帮助我们解决在前

进道路上碰到的若干难题， 进一步推动

广州乃至广东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据介绍，光绪十三年（1887），以“中

体西用” 为指导思想的时任两广总督张

之洞，为培养精于洋务的干练人才，自筹

经费，亲自选址，正式创办广雅书院。 广

雅书院师生著书立说、翻译新书。广雅书

院几经变迁，文脉延续至今，成为现今广

东省内著名中学广雅中学

（ 广东省中学

中唯一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被称为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活的见证”。 在同一

年， 张之洞将广州城南南园附近旧机器

局量加修葺， 创办中国近代著名官办书

局广雅书局。 民国初年广东省立图书馆

附设广雅板片印行所汇印《广雅丛书》

《海山仙馆丛书》《太平御览》《全唐文》

《粤十三家集》《古经解汇函》《通志堂经

解》《四书集注》《广东通志》等典籍，名重

一时。

据悉， 本次研讨会重点围绕张之洞

创办的广雅书院、 广雅书局与近代中国

文化教育转型这一主旨， 兼及张之洞有

关学术研究的其他方面， 集中呈现近年

来有关张之洞的最新研究成果， 进一步

发掘广州乃至广东地方文化、 教育事业

的历史底蕴，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

区”建设。

习近平主席希腊巴西之行五大看点

广州举办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局）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转型研讨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和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精神， 部署下一

步工作。 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做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

宣传贯彻工作，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对标对表先

进城市， 着力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民生服务保障、 自贸区制度创新、 经济

高质量发展、 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新突

破新进展， 推动广州加快实现老城市新

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 着力提高城

市规划建设水平， 高水平编制实施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 加快建设国际综合交通

枢纽， 深化城市更新九项重点工作， 统

筹生产、 生活、 生态空间， 创造宜业、

宜居、 宜乐、 宜游的良好环境。 着力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科

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

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强市、 先进制造业强

市、 现代服务业强市、 海洋强市， 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着力加强文化强市建

设， 打响红色文化、 岭南文化、 海丝文

化、 创新文化等四大文化品牌， 高水平

建设国际社区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打造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着力打好

黑臭水体剿灭战、 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

和净土保卫战， 加快推进“还绿于民”，

高标准建设“千里碧道”， 焕发云山珠

水、 吉祥花城的无穷魅力。 着力持续改

善民生， 用心用情办好教育、 医疗等民

生实事， 扎实推进“数字政府” 建设。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 深化构建“令行禁止、 有呼必

应” 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

局，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建设幸

福广州、平安广州。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

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精神， 紧紧扭住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这个“纲”，以支持深圳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引

领，全方位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建

设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加

快建设国际商贸中心， 积极扩大进出口

贸易， 继续擦亮广交会招牌， 推动外贸

转型升级。 加快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

贸易规则相衔接的规则制度体系， 提升

企业开办、 营运便利度， 加大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 营造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 加快建设“一带一路” 枢纽城市，

建立健全与沿线重点国家和主要城市长

效合作机制， 鼓励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提升发展空间。 加快建设国际交往中

心，实施国际友城“百城计划”，办好重大

国际会议，拓展国际交往格局、强化开放

门户功能。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广州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对标对表 着力提升城市治理和对外开放水平

张硕辅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