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巴拿马城 12 月 2 日电
（记者苏津 王卓伦） 当地时间12月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巴拿马城，开
始对巴拿马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20时许，习近平乘坐的
专机抵达巴拿马城国际机场。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巴拿马总统
巴雷拉和夫人卡斯蒂略在舷梯旁热情
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亲切握手，互致
问候。礼兵肃立在红地毯两侧。

巴雷拉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

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夫妇沿红地毯登上检阅

台。军乐队奏中巴两国国歌。习近平
在巴雷拉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当地舞蹈演员跳起热情欢快的民
族歌舞，少年儿童挥舞着鲜花和中巴
两国国旗，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贵
宾。习近平和彭丽媛饶有兴致地驻足
观看并挥手致意。

习近平强调，这是我首次访问巴
拿马，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历史

上首次访问巴拿马。我代表中国人民
向巴拿马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
愿。一年半前，中巴在一个中国原则
基础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翻开两国
160多年交往史新的篇章。中巴建交
以来，两国关系强劲起步，各领域合作
成果丰硕。事实证明，中巴建交符合
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中巴合作蕴含巨大潜力。

习近平表示，我期待着在访问期
间同巴雷拉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巴关

系长远发展擘画蓝图，推动互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魏强也到机场
迎接。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阿根廷的国事访
问后抵达巴拿马的。离开布宜诺斯艾利
斯时，阿根廷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巴拿马是习近平这次出访行程第三
站。习近平还将对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抵达巴拿马城
开始对巴拿马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12月3
日，在对葡萄牙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
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葡萄牙《新闻日
报》发表题为《跨越时空的友谊 面向
未来的伙伴》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跨越时空的友谊
面向未来的伙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陆止于此，海始于斯”，葡萄牙
“诗魂”卡蒙斯世代传颂的名句生动描
绘出他的祖国所处优越地理位置。20
年前，我曾有机会到访葡萄牙，2014
年又过境特塞拉岛。应德索萨总统邀
请，我将再次踏上这片沃土，对贵国进
行国事访问，感到由衷的高兴。

近年来，葡萄牙成功应对欧洲主
权债务危机挑战，在发展国民经济、弘
扬民族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取
得重要成就，古老大地不断焕发勃勃
生机。作为葡萄牙人民的真诚朋友，
中国人民对此表示钦佩。

中国和葡萄牙虽然分处亚欧大陆
东西两端，但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
历久弥坚。几百年前，中国青花瓷漂
洋过海来到葡萄牙，同当地瓷器制作
技术相融合，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葡萄
牙蓝”。葡萄牙东北部的弗雷索城很
早就使用源于中国的桑蚕织造技术，
享有“丝绸之乡”的美誉。当代，两国
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不断涌现。一对
中国老教师夫妇克服疾病困难，数十
年如一日在葡萄牙教授中文、传播中
华文化；不少优秀的葡萄牙足球教练
和球员到中国俱乐部执教或踢球，在

中国足坛刮起“葡萄牙风”；中国厨师
烘焙出的葡式蛋挞成为老百姓新的美
食选择。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见证
了两国人民跨越时空的友谊。

1979 年 2 月中葡建立外交关系。
再过 2 个月，两国将喜迎建交 40 周
年。40年间，中葡关系一直保持平稳
快速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双
方始终相互信任、彼此尊重、相互帮
助，成为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历史背
景、幅员大小国家间合作共赢的典范。

40年间，双方坚持从战略高度和
长远角度看待两国关系。1999年，两
国通过和平协商，妥善解决了历史遗
留的澳门问题，开辟了澳门发展新纪
元和中葡关系新时代。2005年，两国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高层交
往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务
实合作成果丰硕，中葡友好和合作驶
入发展的快车道。

40 年间，双方坚持平等互利、合
作共赢精神开展务实合作。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发生后，中国政府同葡萄牙政府同舟
共济，共同抵御风险，应对挑战。中
国企业踊跃赴葡萄牙投资兴业，在为
当地创造就业、为葡萄牙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助力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海外
业务。

40 年间，双方坚持交流互鉴、共
同进步的理念促进人民交往。建交之
初，两国每年互访人数屈指可数，当前
每年双向人员往来超过 30 万人次。
目前，中国有17所高校设立了葡萄牙
语课程；葡萄牙开办了4家孔子学院，
多所院校设立了汉语课程。双方在影

视传媒、演出展览、地方民间等领域的
密切交流为双方关系长远发展打下民
意基础。

当前，中国和葡萄牙都处在各自
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正在全面深化
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葡萄牙也在励
精图治，寻求更大发展。中方愿同葡
方一道，继续深化相互了解和信任，不
断扩大务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进一
步丰富中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共同创造中葡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一，加强高层交往，做互尊互信
的朋友。我们支持两国政府、议会、政
党保持经常性交流和政策沟通。双方
要始终理解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为双边关系长远发展提供牢
固政治保障。中方希望并相信葡方将
继续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中
欧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
伴关系。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做携手发
展的伙伴。葡萄牙是连接陆上丝绸之
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葡开
展“一带一路”合作具有天然优势。双
方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继续做
大做强现有项目，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等平台，扩大双边贸易往来，在港
口建设、汽车、新能源、金融等领域营造
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第三方市场合
作，在更大范围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深化人文交往，做传承友谊
的使者。双方商定于明年互办文化
节，加强展览、演出、影视、传媒等方面
合作。双方要不断深化语言教学合
作，扩大留学生交流规模。双方要继
续支持两国航空企业合作，为双向人

员往来创造便利条件。
第四，开展海洋合作，做“蓝色经

济”的先锋。葡萄牙被誉为“航海之
乡”，拥有悠久的海洋文化和丰富的开
发利用海洋资源的经验。我们要积极
发展“蓝色伙伴关系”，鼓励双方加强
海洋科研、海洋开发和保护、港口物流
建设等方面合作，发展“蓝色经济”，让
浩瀚海洋造福子孙后代。

第五，密切多边协调，做国际体系
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双方在许多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中有着相似和相同的
立场。中方愿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
织等框架内，同葡方加强全球治理、气
候变化、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方面的
沟通和协调。双方要坚持开放包容的
共同理念，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葡萄牙是我这次出访欧洲、拉丁
美洲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
斯艾利斯峰会行程的最后一站。这次
出访，我跨越亚欧大陆，到访大西洋两
岸，感受到国际社会希望顺应时代潮
流、坚持多边主义、改善全球治理的强
烈呼声，各国人民期盼和平安宁、追求
发展进步、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愿
望。面对当今世界各种问题和挑战，
中方坚信，只有遵循相互尊重、平等协
商，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能实
现世界长治久安和人类共同发展。

中葡关系今非昔比，中葡合作前
景广阔。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新
时期中葡关系的航船将鼓起风帆、开
足马力，驶向更加辉煌的未来，不仅为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也定能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在葡萄牙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跨越时空的友谊 面向未来的伙伴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
国的明天。

“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这
条路走下去。”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
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和
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深刻把握世界各国
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郑重宣示中国将坚
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的坚强决心，为世界和平与
发展注入了强劲正能量。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砥砺奋进，
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辛勤和汗水，书写了国家和民
族发展的壮丽史诗；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始终敞
开胸襟、拥抱世界，积极作出了中国贡献。40年来，
中国从濒临“被开除球籍”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
储备国，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
小康，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40 年来，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货物
进出口总额增长 198 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
超过 147倍，累计吸引外资超过 2万亿美元，连续多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成为世界经济
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40年改革开放，中国
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

回首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人民更加坚定地认
识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尽管40年来我们
取得了历史性发展成就，但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要使
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美好生活，就必须坚定不移走改
革开放这条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面向未
来，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将以更负责的
精神、更开放包容的胸襟、更高质量的增长，在实现自
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前不久，我们成功举办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吸引了172个国家、地区和
国际组织，3600 多家企业参展，40 多万名境内外采
购商到会洽谈采购，再次表明中国支持自由开放贸
易、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决心不会有任何动摇。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宣示的，“中国将继续深化市场化
改革，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鼓励公平竞争，主动扩大进口。今后，我们将
每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世界进一步敞开中国市场。”中国开放
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将
继续致力于与各国共同营造自由、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大环境。
在世界银行最新《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排名较前一年上升32位，成为
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必将
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之源、活力之源，中国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条件。

习近平主席宣示：“中国下决心将减贫进行到底，到2020年彻底消除
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40年来，中国正是以这
样的决心和信心推进改革开放，创造了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奇迹。新时代
改革开放再出发，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
入，我们就不仅能赢得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也一定能够同世界各国人民
一道争取人类更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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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 12 月 3 日电
（记者兰天鸣） 11月 27日至 12月
3日，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在
上海举行。活动以“讲好红色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为主题，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军队系统
的130名讲解员参加比赛，集中展
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红色经典景区和军队系统军史馆
等的建设管理水平和工作队伍的

风采。
本次大赛设专业讲解员组和

志愿讲解员组，参赛选手均来自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军队系统的军
史馆等，通过初赛和决赛两个阶
段，最终决出“金牌讲解员”“金牌
志愿讲解员”各 10 名，“优秀讲解
员”“优秀志愿讲解员”各 20 名。
2019 年 1 月，将举行“金牌讲解员
讲红色经典故事”集中展示活动。

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举行

据新华社广州12月3日电（记
者肖思思） 广东省短缺药品供应保障
联盟 3 日在广州成立，这是记者从当
天举行的 2018 年（第四届）中国药品
交易年会上获悉的。

在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
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广东省药品交易
中心携手广州医药、国控广州、华润
广东、上药控股、康美药业、广东通
用、广东广弘等大型知名医药企业成
立市场化联盟，以此作为国家和省级
短缺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补充，促进
医药企业在短缺药品供应方面更好
地履行社会责任，保障短缺药品可持
续稳定供应。

广东成立短缺药品
供应保障联盟

●记者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获悉，3日，由中铁隧道局集团承
建的引汉济渭工程秦岭隧洞
TBM（硬岩掘进机）施工段岭南
段贯通，标志着引汉济渭工程建
设取得关键性突破。

●为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日前出
版。该丛书按经、史、子、集分类，
经部10种、史部10种、子部40
种、集部42种，共计102种。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
谭俊荣3日表示，2018年，特区
政府加强宪法和基本法以及国
情、区情的宣传教育，配合国家及
本地相关立法，推进国旗、国徽和
国歌的教育工作，升挂国旗活动
在全澳学校基本实现覆盖。

●记者3日从吉林省纪委监委了
解到，吉林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崔振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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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脊社区有居民 1.3
万户，其中开元南街小区是
拆迁安置小区，仅登记在册
的独居 、困难老人就有近
700 位，一日三餐买菜、做饭
是他们的大难题。

2018 年 7 月，四川省绵
阳市韩家脊社区党委利用集
体资产入股，邀约爱心企业
入资办起了“爱心食堂”，给
所有 65 岁以上老人、低保、
独居、孤寡、困难、残疾人群
办理不同折扣的“暖心卡”，
各小区党支部组建志愿者服
务队轮流给孤寡老人、残疾
人免费送餐。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 摄

“爱心食堂”暖人心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记者邰思聪） 曹亚范，1911年出
生于北京的一户贫寒人家，13 岁
时被送进香山慈幼院。1924 年，
中国共产党在慈幼院建立地下组
织，播下革命火种。因此，曹亚范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和
革命思想。后被北京的党组织派
赴东北。1931 年春，他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36年3月，曹亚范担任东北
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三师政治委员，
参与指挥部队从安图转战至抚松、
临江一带，取得松树镇、大洋岔、小
汤河等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游击区。

2015 年，92 岁的黄殿军老人
接受采访时回忆，周旋于深山密林
的抗联最怕冬天，零下 40 多摄氏
度的低温，常常大雪没膝，行军要
踩在一个脚印上，避免暴露踪迹。
没有住的地方，战士们就砍下松枝
睡在上面，往往睡十几分钟就被冻
醒，又赶紧起来烤火。

但这样艰苦的环境没有让曹
亚范和战士们畏惧。1938年除夕
夜，曹亚范指挥部队出其不意地攻
入孟家沟“集团部落”，敌军惊慌逃
遁。当部队将缴获的大量粮食、衣
服收拾完毕，准备转移时，在回头

沟东又与四五百名敌军遭遇。曹
亚范临危不惧，果断指挥应战。抗
联将士势如猛虎，敌人抱头鼠窜。
逃回敌人营地的士兵如惊弓之鸟，
日夜心惊胆战，有的甚至在梦中惊
叫：“快逃呀，曹亚范来了！”曹亚范
之名威震敌胆。

1940年2月，东北抗联领导人
之一的杨靖宇将军殉国，曹亚范怀
着满腔悲愤，率领部队向敌人展开
了更加猛烈的攻势……先后袭击
伪警防队和伪森警部队，在临江三
岔子东南袭击了伪军第六团和森
林警察部队，在濛江湾痛击了敌长
岛工作班、毙敌11名……

当一切都在向胜利前进时，敌
人也将目标集中在这个穿梭于白
山黑水间的指挥员身上。1940年
4月8日，在带队外出筹粮时，曹亚
范被叛徒杀害，年仅 29 岁。将星
陨落、天地悲凉。

1948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东
北局曾专门作出决定，表彰东北抗
日联军的历史功绩，称赞东北抗联
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
史不可分的一部分”。

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的第
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
录中，曹亚范的名字赫然在列。

鏖战在白山黑水间的
抗联指挥员——曹亚范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记者吴雨） 为健全金融监管体
系，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经国务
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国
家发展改革委 3 日联合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执法工作有
关问题的意见。

意见称，人民银行、发展改革
委积极支持证监会开展债券市场
统一执法工作，配合证监会进行案
件会商，就案件涉及的专业问题出
具书面意见，配合做好行政复议和
行政诉讼的答复、应诉工作。人民
银行、发展改革委发现涉及债券违
法活动的线索，及时移送证监会。

央行等部门联合发文
统一债券市场执法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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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脊社区“爱心食堂”的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在准备饭菜。

韩家脊社区“爱心食堂”的志愿者为独居老人送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