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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朝友谊，续写时代新篇章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今年是中朝建交 70周年。在这个历史

性时刻，应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
员长金正恩同志邀请，我怀着“传承友谊、续
写新篇”的美好愿望，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回想当年，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怀着
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深厚的革命友谊，携手缔
造了中朝传统友谊，为我们留下了共同的宝
贵财富。中朝几代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交
往，就传承中朝传统友谊、造福两国人民深入
沟通、真诚合作，书写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佳
话。

长期以来，在中朝两党坚强领导下，不论
是在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
族解放的斗争中，还是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事业中，两国人民都彼此信赖，相互支
持，相互帮助，结下了深厚友情，可以说是“历
久弥坚金不换”。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作为好同志、好邻
居，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党和政府巩
固发展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的坚定立场都没有
变也不会变，中方将坚定支持金正恩委员长
带领朝鲜党和人民贯彻落实新战略路线，集
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朝鲜社会主
义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中朝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是从苦难中走过
来，深知和平弥足珍贵。我们高兴地看到，在
金正恩委员长正确决策和有关各方共同努力
下，半岛和平对话的大势已经形成，政治解决
半岛问题面临着难得历史机遇，得到国际社
会普遍认同和期待。中方愿意和朝鲜同志携
手努力，共谋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的大计。

70年风雨同舟，70年砥砺前行。在我和金
正恩委员长共同引领和推动下，走过70年辉煌
历程的中朝关系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焕
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继承
前辈光荣传统，按照时代发展要求和两国人民
共同愿望，续写中朝友谊新篇章，推动两国关
系在新时代得到新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为此，我愿通过这次访问，同金正恩委员
长和朝鲜同志一道，谋划中朝友好合作关系，
谱写中朝传统友谊新篇章。

——加强战略沟通和交流互鉴，为中朝
传统友谊赋予新内涵。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
传统和引领作用，规划好中朝关系发展蓝图，
把握好中朝关系发展方向。加强各层次沟通
和协调，深化党际交流和治国理政经验互鉴，
把我们各自党和国家的事业继承好、发展好。

——加强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为中朝
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落实好业已商定的合
作项目，拓展两国民间友好往来，扩大教育、
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民生等各领域
交流合作，服务两国发展事业，增进两国人民
福祉，让中朝友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加强沟通对话和协调合作，为地区
和平稳定开创新局面。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
决进程、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符合两国各自发
展需要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中方支持朝方
坚持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正确方向，支持通
过对话解决朝方的合理关切，愿同朝方及有
关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半岛问题的
对话协商取得进展，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
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有伟大的友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
把我们团结得无比坚强。”正如《中朝友谊之歌》
表达的那样，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两党
两国和两国人民都要把中朝传统友谊传承好、
发扬好。我们愿同朝鲜同志一道，继承传统，面
向未来，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前进。

我坚信，中朝友谊这棵参天大树一定会
枝繁叶茂、万古长青！

新华社平壤6月19日电（记者 江
亚平 程大雨 刘艳霞）在朝韩两国交界
的板门店朝方一侧，记者见到不少中国
游客，他们在三八线附近拍照留念，眺
望对面的韩方一侧。

“我对朝鲜有着特殊的感情。现在退
休了，终于有机会来朝鲜旅游，并且专程到
板门店参观，总算实现了我的愿望。”来自
北京的退休工程师李先生对记者说。

如今，每天有数百名中国游客从辽
宁丹东跨过鸭绿江大桥，乘火车或大巴
进入朝鲜，欣赏朝鲜的秀美江山和人文
古迹，探访与志愿军有关的景点。

朝鲜的知名景点有平壤市区的金日成
广场、万寿台纪念碑和凯旋门，以及板门店
以及妙香山、金刚山和马息岭滑雪场等。

据一家中国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家旅行社每年平均要接送3000多人来
朝鲜旅游，旅游内容包括文化体育交流、青
少年夏令营、研学以及以红色旅游为特色
的观光等。去年3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对中国进行非
正式访问以来，对朝旅游业进入新的发展
时期。来朝进行文化体育交流和商务考
察的人员越来越多，朝鲜的酒店、导游等甚
至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据了解，每年到朝鲜旅游和访问的
中国人有近 20万。谈及来朝旅游的感
受时，大多数中国游客都对朝方提供的
宾馆、导游、车辆、景点服务以及餐饮服

务感到满意。
“朝鲜街道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导

游的素质也很高，尤其是朝鲜美食让我
胃口大开，烤肉、冷面和泡菜让我难以
忘怀。”吉林省的王女士说。

旅游业每年为朝鲜带来可观的外汇
收入，备受朝鲜政府重视。平壤观光大学
教师韩雪香告诉记者，该校设有导游、经营
学以及远程教育三个系，开设了中文、英
文、俄文、旅游开发、旅游经营等专业。全
校有1000多名在校生，每年有200多名毕
业生进入朝鲜各个旅游部门工作。

她说，朝鲜从春季开始进入旅游旺
季，每天有约 1000名游客进入朝鲜，其
中约70%来自中国，中文导游需求持续

增加。平壤观光大学的中文课已成为该
校主要课程，也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
学习中文的学生占在校生的一半以上。

朝鲜一家旅行社的导游对记者表
示，朝鲜旅游部门正在努力改善相关设
施，开发更多更好的旅游产品，以满足
不断增长的中国游客的需要，促进朝鲜
旅游市场的繁荣。

两国旅游业者一致认为，中朝旅游
部门合作是中朝民间交往的重要组成
部分，潜力巨大。相信中共中央总书
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即将对
朝鲜进行的国事访问，将促进两国在各
个领域的深入合作，中朝旅游业也将迎
来更广阔天地。

中朝旅游合作方兴未艾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应朝鲜劳
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
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将于 6月 20日至 21日对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以下是 2018年以来习近平和金正
恩的四次会晤。

2018 年 3 月 25 日至 28 日，金正恩
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习近平和金
正恩在北京实现历史性首次会晤。

访问期间，习近平同金正恩就发展新
时代中朝关系达成四方面原则共识。第
一，中朝传统友谊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
发展好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坚定不
移的方针，也是唯一正确选择。第二，中朝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双边关系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要加强团结合作、交流互鉴。第
三，两党高层交往对于引领双边关系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双方应保持经常往
来，加强战略沟通，增加理解互信，维护共
同利益。第四，夯实民间友好基础是推进
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应通过多种形
式，加强两国人民交流往来，为中朝关系发
展营造良好民意基础。

习近平同金正恩还就朝鲜半岛形
势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重要共识。习
近平说，我们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
标、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问题。中方愿在半岛问题上继续
发挥建设性作用，同包括朝方在内的各
方一道努力，共同推动半岛形势走向缓
和。金正恩说，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
化，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立场。我们决心
将北南关系转变为和解合作的关系，举
行北南首脑会晤，愿意同美方对话，举
行朝美首脑会晤。在这一进程中，我们

希望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协
商对话势头和半岛和平稳定。

2018年5月7日至8日，习近平同金
正恩在大连举行会晤，就中朝关系及共
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全面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各
项共识正在得到良好的贯彻落实。我愿
同委员长同志一道，继续指导双方有关部
门落实好我们达成的共识，推动中朝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本
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金正恩说，
我同总书记同志举行卓有成效的历史性
会晤，推动朝中关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活
跃发展。相信再次会晤将加深彼此互信，
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新时代的要
求，取得更为密切的全面发展。

谈到朝鲜半岛形势时，习近平指
出，中方支持朝方坚持半岛无核化，支
持朝美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愿继续
同有关各方一道，为全面推进半岛问题
和平对话解决进程、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发挥积极作用。金正恩表示，实现朝鲜
半岛无核化是朝方始终如一的明确立
场。希望通过朝美对话建立互信，有关
各方负责任地采取分阶段、同步性的措
施，全面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持久和平。

2018 年 6 月 19 日至 20 日，金正恩
对中国进行访问。其间，习近平与金正
恩举行会谈，一致表示要维护好、巩固
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共同推动朝鲜半
岛和平稳定面临的良好势头向前发展，
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说，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
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展
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

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
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我们支
持朝鲜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支持朝鲜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金正恩
表示，将把牢不可破的朝中关系提升到
新的水平。希望同中方及有关各方一
道，推动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牢固和平机
制，为实现半岛持久和平共同努力。

2019年 1月 7日至 10日，金正恩对
中国进行访问。习近平与金正恩就中朝
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表示，愿共同
努力推动中朝关系在新的时期不断取得
新的发展，持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进程，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
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朝建交70周
年，对中朝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重要意义。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
共同引领好中朝关系未来发展。中方坚
定支持委员长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贯
彻落实新战略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中方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
核化方向，支持北南持续改善关系，支持朝
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
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

金正恩表示，希望以两国建交70周
年为契机，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朝中传
统友谊、加强朝中交流合作深入交换看
法，推动朝中友好关系日益巩固和发
展。朝鲜将继续大力落实新战略路线，
并为此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去年朝鲜半
岛形势出现缓和，中方为此发挥的重要
作用有目共睹。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
立场，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希
望有关方重视并积极回应朝方合理关
切，共同推动半岛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2018年以来中朝最高领导人的四次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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