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携手并进 合作共赢
——金秋中国系列外交活动观察

■新华社记者 许可 马卓言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不久，多国政要接踵访华，第五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如期
举行……时值金秋，中国外交一系列重要活动吸引世界目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元首外交引
领下，新时代的中国胸怀天下、立己达人，同各方深化交往、携
手并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

新征程新起点 外交开启新局

10月30日至11月4日，一周之内，越南、巴基斯坦、坦桑
尼亚、德国四国领导人先后到访北京。欢迎仪式、会见会谈、
见证合作文件签署……一系列外事活动密集进行。

这一轮来访，创造多个“首次”——越共中央总书记阮
富仲在越共十三大后首次出访选择了中国；巴基斯坦总理
夏巴兹、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德国总理朔尔茨均是就任后首
次访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晖说，在党的二十大
胜利举行后，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
展的密切关注，反映了各国同中国深化交往互动的普遍愿望。

在会见会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向来宾介绍二十大情况，阐
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传递中方继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明确信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实
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将继续坚
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
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始终以自身
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相互交融、
相互成就”……

外方领导人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介绍表示感谢。阮富仲
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一定会实
现中共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地区和世界作出新的积极
贡献；夏巴兹说，相信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不仅将继续领导
中国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也将引领世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
来；哈桑说，坦方视中国为真正的最重要的朋友，愿意做永远
值得中国信任的伙伴；朔尔茨说，中方在很多全球性问题上发
挥着重要作用，德方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协调，更好维护地区
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真诚友好的交流收获了沉甸甸的果实。中越发表《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巴就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
全倡议等达成广泛共识；中坦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中德就双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深
入沟通……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

国将同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
交研究中心主任李巍说。

深化外交布局 拓展伙伴关系

此轮来访的国家中，有“同志加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越
南，有“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周边邻国巴基斯坦，有来自非
洲的发展中国家坦桑尼亚，有来自欧洲的西方发达国家德国。
“中国坚持广交朋友、不断拓展‘朋友圈’的做法没有变；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同各国深化合作、实现共
赢的大方向没有变。”苏晓晖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
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
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

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
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
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
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
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
化的外交布局不断完善。

从同阮富仲会谈时双方一致表示“巩固传统友谊、加强战

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妥善管控分歧”，到会见夏巴兹时指出
“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
机遇”；从同哈桑会谈时指出“发展好中坦关系不仅符合两国
共同和长远利益，也对推进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有重
要意义”，到会见朔尔茨时强调中德“在变局、乱局中更应该携
手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一系列重要主张，为中国同各方关系发展把舵定向。

这波金秋系列外交活动，在密集的双边交往中，蕴含着推
进中国同相关地区整体关系发展的考量。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郭延军表示，越南、巴基斯坦分
别是中国在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邻国，越南是东盟的重要国家，
双边互动既为发展中越、中巴关系规划前景，也为推动中国同
这两个地区的关系发展、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2013年，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同
非洲国家开展合作需要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如今这已经成为
指导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基本政策理念。苏晓晖认
为，此次中坦高层交流是真实亲诚理念的又一次生动演绎，充
分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重视与尊重，彰显了中国加强同
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诚意。

苏晓晖表示，中德关系的发展将对中欧关系稳定发展产
生积极推动作用。德国总理在欧洲国家领导人中率先访华，

中德领导人面对面直接沟通对话，既有力回击了“脱钩”谬论，
也为欧洲其他国家同中国良性互动作了示范。

坚持开放合作 共享发展机遇

中国同相关来访国家就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达成广泛共
识；进博会连续第五年在上海如约而至；《湿地公约》第十四届
缔约方大会在武汉和日内瓦同步举行……透过金秋时节中国
的系列外交活动，世界看到了一个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
定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中国，看到了一个不断以中国新
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中国。

阮富仲在访华期间表示，推动“两廊一圈”和“一带一路”
倡议的进一步对接，进一步推动提升两国经济合作效果，在各
领域营造新亮点；夏巴兹表示，“深化同中国各领域合作，从而
更好实现自身发展”“愿同中方一道，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哈桑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有利于解决当前面临的全
球性挑战，愿同中方一道积极落实；朔尔茨访华之际，100多
家德国企业提出随访申请，最终12家企业入围……
“显然，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企业界人士，都对同中国

合作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郭延军说。
进博会已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

开放的平台、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共享中国大市场机
遇”“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习近平
主席在第五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发出共创开放繁荣美
好未来的明确信号。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承诺至
关重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具有
全球意义；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表示，进博会为世界共
享中国巨大市场带来历史性机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格奥尔基耶娃说，解决当前世界发展难题，需要更多进博会
这样的平台……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的举办，则表明中国式

现代化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为各国探索人与
自然良性互动之路提供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贡献越来越大
的中国力量。“要凝聚珍爱湿地全球共识”“要推进湿地保护全
球进程”“要增进湿地惠民全球福祉”，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致
辞中就共同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行动提出中国主张。

李巍表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
国。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事活动，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继续坚持
对外开放、同世界合作共赢的决心和信心，彰显了中国以自身
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的胸怀与担当，将为全球发展注入
更多确定性。

拥抱世界，才能拥抱明天；携手共进，才能行稳致远。踏
上新征程的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向
世界敞开怀抱，同各国一道开创人类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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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1月2日拍摄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西入口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