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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协议》
三十八、
《中国山东对外经济技术
合作集团与塞尔维亚建设、交通和基
础设施部、塞尔维亚道路公司关于洛
兹尼察－瓦列沃－拉扎雷瓦茨公路伊
维拉克－拉伊科瓦茨段设计施工商务
合同》
三十九、
《中国山东对外经济技术
合作集团与塞尔维亚建设、交通和基
础设施部关于贝尔格莱德－兹雷尼亚
宁－诺维萨德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规划
和技术编制谅解备忘录》
四十、
《华为公司与塞尔维亚电信
公司关于塞尔维亚电信固网现代化改
造二期项目建设合作协议》
四十一、
《中国路桥与塞尔维亚道
路公司关于诺维萨德－鲁马快速路项
目设计及施工商务合同》
四十二、
《中国电建集团与贝尔格
莱德国土开发公共机构关于贝尔格莱
德市跨萨瓦河新桥项目商务合同》
四十三、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与塞尔维亚道路公司关于塞尔维
亚 E763 高速公路新贝尔格莱德－苏
尔钦段设计及施工商务合同》
四十四、
《中国银行塞尔维亚有限
公司与贝尔格莱德证券交易所合作备
忘录》
四十五、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塞尔
维亚财政部关于塞尔维亚 E763 高速
公路普雷利纳－波热加段项目贷款协
议》
四十六、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塞尔
维亚财政部关于塞尔维亚奥布雷诺瓦
兹至贝尔格莱德新区供热管道建设项
目贷款协议》
四十七、
《中国电建与塞尔维亚建
设、交通及基础设施部关于贝尔格莱
德绕城公路项目（C 段）合作备忘录》
四十八、
《中国电建集团与塞尔维
亚政府、贝尔格莱德地铁公司、法国阿
尔斯通公司等关于建设贝尔格莱德地
铁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
四十九、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与塞尔维亚建设、交通与基础设
施部固体废物垃圾处理项目商务合
同》
五十、
《葛 洲 坝 集 团 与 斯 洛 伐 克
CEDIS 公司关于斯洛伐克小多瑙河托
波尼基段防洪项目技术服务协议》
五十一、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与
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交易所合作备
忘录》
五十二、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促进联
合会关于推动在中国天津建立中国－
中东欧国家现代农业合作示范区的联
合声明》
五十三、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黑海
贸易与开发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协议》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

外交部就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情况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记者马卓
言）外交部 9 日晚就中国－中东欧国
家领导人峰会情况举行中外媒体吹风
会，外交部副部长秦刚介绍有关情况，
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秦刚说，此次峰会以视频方式举
行，这是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经各方协
商一致确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亲自主持峰会。此次峰会是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成立 9 年来最高级
别的领导人会晤，充分体现了中方对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高度重视，
也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
与。17 个中东欧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和高级别代表出席，奥地利、白俄罗
斯、瑞士、欧盟机构、欧洲复兴开发银

行等观察员的代表也应邀与会。
他说，在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相
互交织，世界充满挑战同时也孕育着
希望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发展也面临新任务。合作往
何处走，合作如何更好反映各方期待，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需要我们及时总
结经验，
共谋合作大计。
这次峰会恰逢其时，成果丰硕，影
响深远。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 坚 定 合 作 信 心 。 与 会 各 方
都一致认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9 年来，促进了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欧亚两大区域的合作，都表达
了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愿望，特别是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中国同

中东欧国家应为全球团结抗疫、推动
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都主张继续加强疫情防治经验交流，
积 极 探 讨 传 统 医 药 、疫 苗 等 领 域 合
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
二是明确合作特点和原则。与
会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是跨区域合作创举，是多边主
义成功实践，是不同文化、不同制度、
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开放合作的有益
尝试。形成了符合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自身的特点并为各方所接受
的原则，即共商共建、务实均衡、开放
包容、创新进取，这是合作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各方本着“17+1 大于

18”的 理 念 ，鼓 励 各 国 结 合 自 身 禀 赋
在合作中找到定位、发挥优势，让合
作参与方普遍受益。
三是坚持务实合作属性。与会
领导人一致高度评价合作取得的丰
硕成果，都表示希望继续做实做强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更好地惠及各
国人民。峰会达成的务实合作文件
近 90 份 ，创 历 史 之 最 ，总 价 值 达 130
亿美元。协议涉及交通和能源基础
设施、金融、投资、农业、电子商务、检
验 检 疫 、旅 游 、教 育 、科 技 、文 化 、体
育、环保等领域，反映了中东欧国家
的具体需求和期待，成果直接惠及当
地民众，各方获得感进一步提高。
四是指明合作发展方向。与会

国家合作中的成功实践。与会各方领
导人认为，
互利共赢是双方合作取得成
功的关键，应在未来继续坚持和弘扬，
并为推动跨区域合作、
促进地区发展发
（上接 1 版）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欧关系 跨区域国际合作平台。习近平主席明 战更加复杂。但难能可贵的是，
中国和 挥更大的作用。
在疫情中逆势前行，
我们愿同中东欧国 确指出，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要继续维护 中东欧国家坚持友好合作的外交理念，
第三，
成果的清单。峰会发表了成
家一道，
推动中欧务实合作成果在中东 和践行多边主义，
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 坚守团结进步的正确方向，
共同努力推 果清单，汇集 2019 年杜布罗夫尼克会
欧尽早落地。中东欧国家领导人表示， 经济体制，
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 动会议取得了成功。与会各方领导人 晤以来各方签署的共计 88 项政府间协
峰会的成功举行为中欧关系在新的一 阴影。各方领导人纷纷表明了坚持多 都认为，新形势下，中国同中东欧国家 议和商业合作文件，涉及检验检疫、教
年开了个好头，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边主义，
支持自由贸易的明确态度。
的共同利益和需求不断扩大，
持续推进 育、科技、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金融、
已成为中欧关系新的增长点，
也发挥着
王毅说，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东欧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是符合双方长 投资、
电子商务、
旅游、
文化、
体育、
环保
亚欧桥梁的作用，
各方愿通过落实峰会 各国领导人全面回顾中国－中东欧国 远利益的必然选择。我相信，
只要双方 等各个领域。习近平主席还在峰会期
达成的共识，
进一步丰富中欧全面战略 家合作发展历程，深入总结发展经验， 不忘初心、着眼长远，中国－中东欧国 间宣布了经贸、
农业、
大项目、
人文交流
伙伴关系内涵，
推动中欧合作不断迈上 共同展望发展前景，
达成了广泛重要共 家合作就能步伐稳健、
阔步向前。
等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合作倡议和举
新台阶。
识。我认为可以概述为四个方面。
第二，
合作的原则。习近平主席精 措。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中东
这是一次践行和促进多边主义的
第一，
共同的信念。习近平主席指 辟总结了共商共建、务实均衡、开放包 欧国家合作的务实属性和广阔前景，
也
峰会。疫情加速百年变局演变，
给人类 出，合作共赢、共谋发展是中国－中东 容、
创新进取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表明了中方对深化中国－中东欧国家
带来多重危机。面对危机，
多数国家坚 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的初心。同九年 原则。这一原则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 合作的高度重视和真挚愿望。
持团结协作、
共同应对挑战。中国－中 前相比，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 代潮流，契合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
第四，发展的蓝图。峰会期间，在
东欧国家合作就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中东欧国家合作发展面临的任务和挑 路”精神，是多边主义在中国－中东欧 习近平主席推动下，
各国领导人集思广

凝心聚力谋合作，继往开来再出发

领 导 人 一 致 同 意 将 团 结 抗 疫 、互 联
互通、通关便利化、农业、绿色创新、
数 字 经 济 、人 文 等 领 域 作 为 下 阶 段
合作重点。中方愿同中东欧国家一
道，以合作的互利性助力各自发展，
以合作的多样性丰富中欧全面战略
伙 伴 关 系 内 涵 ，以 合 作 的 稳 定 性 应
对 国 际 形 势 的 不 确 定 性 ，以 合 作 的
丰硕成果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
积极动力。
秦刚说，此次峰会为中方与中东
欧国家携手共克时艰、共谋发展提供
了宝贵机会，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等世界各国携手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生动实践。

益、
建言献策，
结合合作特点和需求、
国
际形势和当前中欧关系，
共同确定了团
结抗疫、
务实合作、
互联互通、
绿色创新
四大合作重点，通过了《2021 年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北京活动计划》，为下
阶段合作明确了方向、
规划了路径。国
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主席向与会
各方阐释了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和给世
界带来的机遇，
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将
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开辟更广阔
的空间。
王毅表示，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参与国虽然所处地域、历史文化、发展
道路和阶段不尽相同，
但都能在其中各
展所长，合作共赢。我们相信，以此次
峰会为新的起点，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必将迎来更加
美好的明天。

赵嘉政

贷款协议》
十九、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万华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5 亿欧元贷款协
议》
二十、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关于
中机匈牙利光伏电站项目贷款协议》
二十一、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与
匈牙利中央清算所人民币结算服务协
议》
二十二、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万华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协
议》
二十三、
《中国工商银行与匈牙利
央行关于国际掉期和衍生品交易协议
及信用支持附件》
二十四、
《中国工商银行与匈牙利
OTP 银行关于
“一带一路”
银行间常态
化合作机制的备忘录》
二十五、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与
匈牙利工商会关于推动匈牙利企业和
产品共享海南自贸港新机遇谅解备忘
录》
二十六、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
份公司、拉脱维亚里加油漆涂料工厂
及瑞客矿物涂料（北京）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二十七、
《中国－中东欧（沧州）中
小企业合作区与拉脱维亚里加油漆涂
料工厂以及瑞客矿物涂料（北京）有限
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备忘录》
二十八、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拉
脱维亚里加油漆涂料工厂关于引入拉
脱维亚瑞客环保矿物漆参与哈尔滨市
老旧小区改造的战略合作协议》
二十九、
《上海大钱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与立陶宛企业署关于立陶宛出口
和跨境电商的合作框架协议》
三十、
《东方电气与黑山国家电力
公司关于黑山普列夫利亚热电站一期
生态改造项目 EPC 总包合同》
三十一、
《中国路桥与黑山交通与
海事部关于黑山巴尔－维尔布尼察铁
路修复项目谅解备忘录》
三十二、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与北马其顿海关关于移动式集装
箱/车辆检查系统供货合同》
三十三、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北马
其顿国家道路公司关于北马其顿基塞
沃－奥赫里德高速公路追加项目贷款
协议》
三十四、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与
北马其顿交易所合作备忘录》
三十五、
《中国电建与 Kaltun 北马
其顿能源公司关于北马其顿德米尔卡
皮亚 34MW 风电项目商务合同》
三十六、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
基金二期投资罗马尼亚 FARMAVET
公司 85%股份生物科技项目协议》
三十七、
《中 国 进 出 口 银 行 与 中
外运控股项目公司关于中外运收购
KLG 下属物流公司股权再融资项目

本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

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农业和农村发展 加利亚鲁班工坊合作协议》
部关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输华乳品检
商业合作文件（共 53 项）
一、
《中国－匈牙利共建“一带一 验检疫要求议定书》
路”
优先合作项目清单》
十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一、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匈牙利财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阿 与保加利亚共和国农业、食品和林业 政 部 关 于 匈 塞 铁 路 匈 牙 利 肖 罗 克 莎
尔巴尼亚共和国财政经济部关于建立 部关于保加利亚输华蜂蜜的检验检疫 尔－克莱比奥段项目贷款协议》
投资合作工作组的谅解备忘录》
和卫生要求议定书》
二、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塞尔维亚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捷
二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财政部关于匈塞铁路塞尔维亚诺维萨
克共和国工业和贸易部关于建立贸易 与保加利亚共和国农业、食品和林业 德－苏博蒂察边境（凯莱比亚）段项目
促进合作工作组的谅解备忘录》
部关于保加利亚玉米酒糟粕输华卫生 贷款协议》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匈 与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
三、
《中车集团、中国铁路国际与
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关于推动双边
二十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 塞尔维亚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及
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的谅解备忘录》
署与保加利亚共和国农业、食品和林 塞尔维亚铁路公司关于轨道交通装备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塞 业部关于保加利亚烟叶输往中国植物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尔维亚共和国财政部关于建立投资合 检疫要求议定书》
四、
《葛洲坝集团与爱尔兰沙拉能
作工作组的谅解备忘录》
二十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 源公司及阿尔巴尼亚 3Power 沙拉公
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尔 署与捷克共和国农业部关于捷克输华 司关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沙拉河流域
维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配合饲料的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
水电站框架合同》
海关总署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与塞尔维
二十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
五、
《葛洲坝集团与波黑达巴尔水
亚共和国财政部海关署“经认证的经 署与立陶宛共和国农业部及国家食品 电公司关于达巴尔水电站项目 EPC 合
营者”
制度互认的协定》
兽医管理局关于立陶宛输华野生海捕 同》
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保 水产品的检验检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
六、
《中国电建集团与波黑全球绿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教 育 与 科 学 部 2020- 定书》
色 能 源 公 司 关 于 波 黑 德 荣 拉
2023 年教育合作协议》
二十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 168.2MW 风电项目 EPC 合同协议书》
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克 署与罗马尼亚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关于
七、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
罗地亚共和国科学与教育部关于相互 植物检疫合作谅解备忘录》
司、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学位的谅解备忘
二十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 与波黑政府关于波黑伊沃维克 84MW
录》
署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农业、林业和水 风电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匈 利部关于塞尔维亚甜菜粕输华卫生与
八、
《中国进出口银行关于保加利
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关于匈牙利政 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
亚 Navigation
Maritime
Bulgare
府奖学金项目 2020-2022 年教育合作
二十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 JSC 航运公司购买 6 艘散货船项目贷
谅解备忘录》
署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农业、林业和水 款协议》
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罗 利部关于塞尔维亚玉米输华植物检疫
九、
《中国银行塞尔维亚有限公司
马尼亚教育和研究部关于相互承认高 要求议定书》
与萨格勒布证券交易所合作备忘录》
等教育学历学位的协议》
二十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
十、
《中国工商银行与捷克国家银
十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斯 署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兽医食品总局关 行关于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债券交易与
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承认高等 于中国从斯洛伐克输入羊肉的检验检 结算协议》
教育学历学位的协议》
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定书》
十一、
《华为公司与希腊国家银行
十二、
《中国武术协会与拉脱维亚
二十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 关于希腊国家银行园区智慧网络项目
运动武术联合会、立陶宛武术联合会、 旅 游 部 与 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文 化 部 协议》
爱沙尼亚武术功夫联合会合作开展武 2021-2024 年文化合作计划》
十二、
《中国进出口银行关于希腊
术推广普及工作的谅解备忘录》
二十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 Star Bulk、Angelicoussis 下属单船公司
十三、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与罗 旅 游 部 和 匈 牙 利 人 力 资 源 部 2020- 购买共计 4 艘散货船贷款协议》
马尼亚奥林匹克与体育委员会合作谅 2024 年文化合作计划》
十三、
《中国工商银行与希腊 An解备忘录》
三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 gelicoussis 集团 2 艘液化天然气运输光
十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 游部与拉脱维亚共和国文化部 2021- 船租赁协议》
总局与塞尔维亚共和国青年和体育部 2025 年文化合作计划》
十四、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
体育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三十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金二期收购希腊 PAPERPACK 公司纸
十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罗马尼亚政府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 包装项目协议》
部与北马其顿共和国教育与科学部关 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的协定》
十五、
《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与
于联合资助研发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
三十二、
《中国－罗马尼亚“一带 中国（赣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录》
一路”
新闻交流合作协议》
“双区联动”
合作协议》
十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
三十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十六、
《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与
健康委员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识产权局与保加利亚共和国专利局合 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空中丝
民政部卫生和医学科学领域合作谅解 作谅解备忘录》
绸之路中匈航空货运枢纽共建项目合
备忘录》
三十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作备忘录》
十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识产权局与匈牙利知识产权局谅解备
十七、
《华为公司与沃达丰匈牙利
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农业和农村发展 忘录》
公司关于匈牙利沃达丰 Spring 5G 项
部关于输华蜂蜜的检验检疫和卫生要
三十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农 目合作协议》
求议定书》
学院、天津市经济贸易学校与保加利
十八、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与匈
十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亚共和国普罗夫迪夫农业大学共建保 牙利电力公司 3.5 亿欧元长期可循环

政府间合作文件（共 35 项）

访塞尔维亚与亚洲国家合作中心主任左兰 司巴西奇
——

（共 88 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
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
峰会，并发表题为《凝心聚
力，
继往开来 携手共谱合
作新篇章》的主旨讲话，表
示中国愿同中东欧国家顺
应时代大势，
实现更高水平
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携
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体
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
人一贯的负责任的态度，
即
倡导合作，
通过开放与交流
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塞尔
维亚与亚洲国家合作中心
主任左兰·司巴西奇在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司巴西奇说，
习近平主
席的讲话开宗明义，
首先点
明了目前应对疫情仍然是
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任务。
司巴西奇表示，
中东欧国家
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目前
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没
有获得足够的疫苗，
他很高
兴看到塞尔维亚通过与中
国合作，已经给超过 50 万
国民接种了中国疫苗，
国民
接种比例在欧洲仅次于英
国。他说，
面对肆虐的新冠
病毒，
中国在控制住国内疫
情后，
向包括塞尔维亚在内
的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提供
了及时的援助，
帮助中东欧
国家缓解了疫情。现在，
包
括塞尔维亚、
匈牙利等国在
内的域内国家再一次在疫
苗上得到了中国的帮助，
这
将帮助这些国家更快地恢
复经济发展。他说，
就像塞
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近日接
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
“患难
见真情是对塞中关系的最
好描述”
一样，
塞尔维亚可以说是与中国在抗疫过程中合作最
多的中东欧国家之一，
也是受益最大的国家之一。在欧洲大
多数国家 2020 年经济缩水 10%甚至 20%的背景下，塞尔维亚
的 GDP 只是减少了 1%，
是损失最小的国家，
所以塞尔维亚从
总统到普通百姓都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帮助。
司巴西奇认为，
在西方国家纷纷垄断疫苗生产并完全不
顾及发展中国家的时候，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疫苗是全球公
共产品，
并通过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提供了
大量的中国产疫苗，
再次体现了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他说，
诚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言，
病毒是人
类共同的敌人，
大量西方国家在疫情之初毫不重视，
在疫苗问
世后又攫取了超过他们所需要的疫苗，
这充分暴露了西方国
家的真实面目。而中国政府则通过实际行动向世界再一次表
明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是真心诚意的。
“很高兴看到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及的数个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合作项目都是在塞尔维亚。包括斯梅代雷沃钢厂、
博尔铜矿、匈塞铁路等大型项目，
都是塞中合作的重要成果。
这些项目不仅给塞尔维亚带来了大量就业，
而且将促进塞经
济的长期发展。
”
司巴西奇说，
2014 年建成的跨多瑙河大桥是
塞中在“16+1”框架下合作的第一个标志性项目。从那时开
始，塞中合作在各个领域快速铺开，到今天已经有了众多成
果。在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合作过程中，
塞尔维亚真正
感受到了与中国合作的“不同之处”，
那就是中国人是真正要
把塞尔维亚的工厂发展起来，
并且不会附加那些西方国家所
“津津乐道”
的所谓条件，
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
“坚持务实
导向，
扩大互惠互利的合作成果”，
是真正有利于塞中两国人
民的合作。
他说，
习近平主席讲话中重点谈到了中国将继续从中东
欧国家进口商品。现在，
进博会和广交会都是塞尔维亚企业
非常感兴趣的盛会，
已经有很多塞尔维亚企业把目光投向了
中国，
并且向中国出口红酒、肉类等塞本国商品。前几天，
塞
中还签署了塞农产品向中国出口的协议。司巴西奇说，
塞尔
维亚是一个农业大国，
这项协议的签署将大大提升塞从事农
业的人口的收入，
并让中国朋友看到更多的塞尔维亚产品。
在采访的最后，
司巴西奇说，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不仅再一
次阐明了中国希望与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继续互
通有无，
合作共赢，
更是在现在部分国家持分裂和自利主张的
情况下，
发出了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强音。就像武契奇总统所
说，塞尔维亚将坚定地与中国开展“17+1 合作”以及“一带一
路”
合作，
并且感谢中国在合作中给塞尔维亚经济和社会等多
个层面所带来的帮助。相信在中国的帮助下，
中东欧国家能
够很快克服疫情，
并且全面恢复经济社会的发展。
（本报贝尔格莱德 2 月 9 日电）

·

这是主张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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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回良玉、刘淇、吴仪、曹刚川、曾培炎、王刚、刘延
东、李源潮、马凯、李建国、范长龙、孟建柱、郭金龙、王汉斌、
何勇、杜青林、赵洪祝、王丙乾、邹家华、彭珮云、周光召、李铁
映、何鲁丽、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仁、路甬祥、
乌云其木格、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司马义·铁力瓦尔地、
蒋树声、桑国卫、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张平、向巴平措、张
宝文、唐家璇、梁光烈、戴秉国、常万全、韩杼滨、贾春旺、任建
新、宋健、钱正英、胡启立、王忠禹、李贵鲜、张思卿、张克辉、
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蒙、廖晖、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
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
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厉无畏、陈宗兴、王志珍、韩
启德、林文漪、罗富和、李海峰、陈元、周小川、王家瑞、齐续
春、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等老同志，向老同志们致以诚挚
的节日问候，
衷心祝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
健康长寿。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
高度评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在极不平凡的一年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交出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对习近平总
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表示衷心拥护。老同志
们希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坚定信
心，
迎难而上，
同心同德，
顽强奋斗，
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