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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6 月 11 日，在
列活动，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应热恩别科夫
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
总统邀请，中国中央歌剧院将赴吉尔吉斯斯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
坦演出中文歌剧《玛纳斯》。这一两国人民
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
共同拥有的文化瑰宝再次大放异彩，奏响中
《言论报》、
“ 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
吉传统友好的时代强音。
《愿中吉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的署
吉尔吉斯斯坦有句谚语，
“ 兄弟情谊胜
名文章。文章如下：
过一切财富。”中国人也常说，
“兄弟同心，其
愿中吉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
利断金。”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局，中吉携手合作，共迎挑战，确保两国关系
六月的天山繁花似锦，绿草如茵。在这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
个美好季节，应热恩别科夫总统邀请，我即
任。我期待通过这次访问，同热恩别科夫总
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并
统一道，擘画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
展宏伟蓝图，引领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再
九次会议。6 年前，我首次访问美丽的吉尔
上新台阶。
吉斯斯坦，同吉方共叙友谊、共商合作、共话
我们愿同吉方增进战略互信，密切高层
未来，开启中吉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6 年
交往，加强政府、议会、政党、地方各层级交
后，我欣喜地看到，两国关系已提升至全面
流合作，继续在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涉及
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友好合作事业正如仲
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在风云
夏时节的山川草原，充满生机和活力。
激荡的国际局势中携手并肩，捍卫两国共同
中吉两国人民比邻而居，传统友好源远
的战略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实现两国繁荣富
流长。2000 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远行西
强共同奋斗。
域，古丝绸之路逶迤穿过碎叶古城。数百年
我们愿同吉方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
后，黠戛斯人跋涉千里远赴唐都长安，返程
作，加快推进发展战略对接，共同落实第二
不仅带回了精美的丝绸和瓷器，也收获了亲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深化
切友爱的兄弟般情谊。中国唐代伟大诗人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
李白的绚丽诗篇在两国家喻户晓、广为传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我们欢迎吉尔吉斯
诵。2000 多年的历史积淀，铸就了两国人民
斯坦企业继续积极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
会，愿进口更多高品质的吉尔吉斯斯坦农产
建交以来，中吉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
品。我们也将继续为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
变幻考验，两国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是名副
展和民生改善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其实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在
我们愿同吉方加强安全合作，践行共
国际社会树立了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合力打击
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典范。
“三股势力”、贩毒、跨国有组织犯罪，维护两
——中吉政治互信日益牢固。建交后
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共同营造地区和谐稳
不久，双方就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
定的安全环境。
题，中吉 1000 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成为连接两
我们愿同吉方扩大人文交流。朋友越
国人民的纽带。当前，中吉关系不存在任何
走越近，邻居越走越亲。双方要提升教育、
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科技、文化、卫生、青年、媒体、联合考古等领
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中方坚定支持吉
域合作水平，
让两国人民心更近、
情更深。
尔吉斯斯坦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
我们愿同吉方密切国际合作，加强在联
展道路，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为维护
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等多边框架内的
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各项政
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策措施。吉方也在台湾、涉疆、打击“三股势
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多边
力”等问题上一贯给予中方坚定支持和有力
主义，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构建新型
配合。
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吉务实合作不断深入。吉尔吉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18 年来，成员国秉持
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
的国家之一，双方在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
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坚定遵循《上海合
设、互联互通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合作成
作组织宪章》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
果。中国已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的宗旨和原则，树
伙伴国和投资来源国。2018 年，中吉双边贸
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易额超过 56 亿美元，同建交之初相比增长超
国际关系典范，为促进地区稳定和繁荣发挥
过 150 倍。中方累计对吉尔吉斯斯坦投资近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0 亿美元。双方共同实施的达特卡-克明输
上海合作组织高度重视安全、经济、人
变电工程结束了吉尔吉斯斯坦电力资源分
文、对外交往等领域合作，严厉打击“三股势
布不均、输送不畅的历史，奥什市医院为当
力”，着力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
地民众提供中亚地区最优质的医疗服务，中
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不断加强贸易、
吉乌（兹别克斯坦）公路成为跨越高山、畅通
投资、互联互通、能源、创新、人文等领域合
无阻的国际运输大动脉。吉尔吉斯斯坦不
作，大力拓展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联
断扩大对华出口，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
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致力于打造更
产品已经走上中国普通百姓的餐桌。吉尔
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吉斯斯坦民众喜爱网购，电商为他们提供了
吉尔吉斯斯坦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
全新的消费体验。
主席国以来，为推动本组织发展做了大量卓
——中吉人文交流更加热络。2018 年， 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比
两国人员往来超过 7 万人次，吉尔吉斯斯坦
什凯克峰会将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上海合作
在华留学生超过 4600 名。吉尔吉斯斯坦开
组织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地区各国人
设 4 所孔子学院和 21 个孔子课堂，中方援建
民。
的比什凯克第九十五中学成为当地最受欢
只要我们秉持世代友好，矢志不渝推进
迎的学校。中吉两国共同举办纪念吉尔吉
合作，中吉友好事业必将如巍巍天山上苍劲
斯斯坦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诞辰 90 周年系
挺拔的雪岭云杉，
枝繁叶茂、
四季常青。

郑阜铁路全线铺轨贯通
6 月 11 日，郑阜铁路最后一对 500 米长钢轨在安徽阜阳铺设完成，标志着
郑阜铁路全线铺轨贯通。郑阜铁路连接河南郑州与安徽阜阳，全长 267 公里，
设计时速为 350 公里，预计 2019 年底建成通车。图为中铁一局新运公司施工
人员在进行铺轨作业。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22 个省份遭受洪涝灾害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记者
胡璐）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
长、水利部副部长兼应急管理部副部
长叶建春 11 日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出
现 14 次区域性强降雨过程。截至 6
月 10 日，有 22 个省份不同程度遭受
洪涝灾害，受灾人口 675 万人，比近 5
年均值少 48%。
他是 11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的。
叶建春说，入汛以来，全国累计
降 水 量 达 163 毫 米 ，接 近 常 年 同 期
（165 毫米），降雨分布呈“南北多、中

间少”格局。广西、江西、福建、广东
等省受灾较重。
截至 6 月 10 日，农作物受灾面积
623 千公顷，比近 5 年均值少 32%；倒
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1.5 万余间，比近 5
年均值少 79%；直接经济损失约 100
亿元，
比近 5 年均值少 41%。
他还说，当前，华北、西北及云南
部分地区土壤不同程度缺墒，但从全
国来说旱情较轻。截至 6 月初，全国
因旱受灾人口 407 万人，比近 5 年均
值少 17%；农作物因旱受灾面积 640
千公顷，
比近五年均值少 33%。

中国 5G 发牌照引发国际热议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近日，
中国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
牌照。国际社会对此评论说，此举是
中国 5G 网络建设的重要一步，也将
推动全球移动通信产业发展。
中国 4 家企业获颁 5G 商用牌照
次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在圣彼得堡
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阐述了“俄方愿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互
利合作”的态度，他特别指出：
“ 中国
正准备与伙伴国分享技术研发成果
特别是 5G 技术，此举可造就关键性
优势，
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俄罗斯著名电信企业 MTS 公司
董事会主席阿列克谢·科尔尼亚说，
中国政府部门已向中国企业分配 5G
网络频谱，后者将依托其通信网最大
限度地快速铺设 5G 网络，这一分配
和布网机制“合理、透明”，俄罗斯在
发展 5G 通信时应借鉴这种成功的运
作模式。
在谈到俄中双方近日签署的 5G
项目合作伙伴协议时，科尔尼亚表
示，这一协议“不仅将推动两国电信
企业开展战略合作，为俄方尽快商业
应用 5G 网络奠定基础，还将有助促

进俄中经贸关系继续发展”。
《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有机构
预测数据显示，5G 将为中国带来巨
大的经济效益。此外，5G 商用化还
将大大推动智能手机产业的发展。
德国《商报》网站发表文章说，中
国 较 之 前 预 期 提 前 发 放 5G 商 用 牌
照，并通过分配频谱提前了 5G 建设
步伐，这领先了许多欧洲国家。迄
今，欧洲约三分之一国家还没有为
5G 频谱拍卖制定时间表。
巴西 Tecmundo 网站指出，中国
发放 5G 牌照，不仅将促进本国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和业务发展，也有利于
相关外国企业的发展。
美国惠誉咨询公司日前发表分
析报告说，中国 5G 发展受益于规模
效应、稳健的中央协调政策和专业技
术 。 中 国 的 5G 部 署 工 作 在 稳 步 推
进，获颁牌照的中国企业有完整的供
应链，而庞大的移动设备用户数量也
将推动 5G 发展。
美国知名科技网站 TechCrunch
评论说，5G 领域的各个商家，包括网
络设备制造商、
手机制造商、
芯片制造
商和应用开发商等都已加足马力，希
望能好好把握中国 5G 发展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