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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特寫引述外國政要專家媒體高度評價：

習近平把中國帶到新歷史起點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前日推出長
篇人物特寫《習近平：新時代的領路
人》。人民網指出，這篇萬字人物特
寫，引用了不少外國政要、專家學者
和媒體機構對習近平的高度評價，包
括俄羅斯專家奧莉加．米古諾娃談習
近平所作的十九大報告時說：「我第
一眼就被它吸引住，從早上 8 點看到
半夜，忘記了吃午飯和晚飯。」中國
問題專家羅伯特．庫恩則說：「作為
中國共產黨的核心，習近平把中國帶

平易近人很接地氣

帶領中國由富變強

中共十九大報告 9 名外籍翻譯之一、老撾
專家拉姆恩．喬維吉對習近平的親民印象深
刻：「習近平總書記是一位非常偉大的中國
領導人。他不是只在辦公室，而是深入到人
民中間。他非常平易近人，衣着、說話、笑
容等都很接地氣，我看到在雨天和烈日下，
他不用別人撐傘。在我看來，他是個非常親
切的人。」

（10 月）25 日，在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
上，習近平再次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體
現了中共全黨的意願。國內外媒體把他描
述為一個使中國由富變強的領袖。1949
年，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從「三座大山」
的壓迫下站了起來。1978 年，鄧小平提出
改革開放，中國人民走上了由窮變富的征
程。

帶來改變百姓喜歡

多邊主義重要支柱

法國專家福佩吉說：「據我觀察，老百
姓很喜歡習近平，因為是他帶來了改變。」

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
基稱他「睿智而有遠見」，「對國際和國內
問題都有着良好的判斷」。

2017年1月，習近平來到日內瓦這個與新
中國外交頗具淵源的地方，發表題為《共同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聯合國
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現場真誠表示：「習主
席，在您領導下，中國已成為多邊主義的重
要支柱，而我們踐行多邊主義的目的，就是
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極高才智信念堅定

打造別於西方選擇

俄羅斯學者尤里．塔夫羅夫斯基評價他
是「有極高才智的人，有堅定信念的人，擔
當現在和創造未來的人」。

《華爾街日報》文章稱，在全球舞台
上，習近平主席將中國打造成不同於西方的
一個選擇，擁有獨特的政治體系和文化，是
一個在貿易、平等和氣候變化等方面領先的
國家。不少專家學者認為，習近平的智慧和
方案有助於破解「文明衝突論」、「修昔底
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

睿智遠見判斷良好

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

擁新時代所需素質
習近平帶領中共，完全圍繞人民的利益作
出決策——常常是長期的，超前幾年到幾十
年，並且「一張藍圖繪到底」。俄羅斯專家
奧莉加．米古諾娃說：「我尊敬習近平。中
國的領導人擁有新時代所需的素質。」

■ 2014 年 5 月 22 日，習近平
習近平在上海召開外
國專家座談會。
資料圖片

把中國帶到新起點
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庫恩在聽了（十九
大）報告後說：「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
習近平把中國帶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

改變中國軍隊面貌

■ 2015 年 9 月 27 日，習近平在紐約聯合國
總部出席並主持全球婦女峰會，發表重要講
話。
資料圖片

■2017 年 1 月 18 日，習近平在瑞士日
內瓦萬國宮發表題為《
內瓦萬國宮發表題為
《共同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
運共同體
》的主旨演講
的主旨演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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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朝兩黨兩國關係
崔龍海會見習近平特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共中
央對外聯絡部官方網站報
道，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副委員長崔龍海
17 日下午在平壤會見了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特使、中
聯部部長宋濤。崔龍海歡迎
宋濤作為習近平總書記特使
訪問朝鮮。宋濤通報了中共
十九大的主要精神和歷史性
貢獻。雙方還就中朝兩黨兩
國關係等交換了意見，表示
中朝傳統友誼由兩國老一輩
領導人親自締造和培育，是
兩國人民共同的寶貴財富。
雙方要共同努力，推動中朝
兩黨兩國關係向前發展，為
兩國人民造福。

通報中共十九大情況

宋濤表示，中共十九大把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並
寫入黨章，系統總結回顧過去
五年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
革，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新時代的重大論斷，提出

美國《外交》雙月刊網站報道稱，在中
國模式中，許多人看到了自己國家的光明未
來。對全世界雄心勃勃的國家來說，這是一
個具有吸引力的選項。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覆蓋了 37 個國家的
調查表明，西方某些國家的支持率下降，在
世界事務方面，更多人信任習近平會做正確
的事情。

奪回世界強國地位
中共十九大開幕後，《日本經濟新聞》
說，習近平描繪出了今後約 30 年的國家藍
圖，向國內外釋放了信號。他有望為中國奪
回世界強國地位的偉業開闢道路。

巴拿馬總統獲授中國人民大學名譽博士

■崔龍海（左）17日在平壤會見宋濤。
。

■宋濤向朝方通報了中共十九大的
主要精神和歷史性貢獻。
主要精神和歷史性貢獻
。 美聯社

一位解放軍高級將領說：「習主席在關
鍵時刻扶危定傾，力挽狂瀾，他對軍隊的變
革是顛覆性的，解決了長期制約發展的體制
性障礙、結構性矛盾和政策性問題。」俄羅
斯《獨立報》稱：「習近平改變了中國軍隊
的面貌。」

世界事務廣獲信任

美聯社

了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
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和「兩步
走」戰略安排，明確了新時代
黨的建設總要求。在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
下，我們對奪取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充滿
信心。
崔龍海感謝宋濤的全面通
報。他表示，中共十九大對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具有
重大意義。大會決定把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
入黨章，選舉產生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共中
央領導集體，朝鮮勞動黨表
示熱烈祝賀。我們相信，在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
中央領導下，中國人民一定
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爭
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
利的進程中取得巨大成就。

向金正恩贈送禮物
另據朝中社報道，宋濤向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贈送
禮物，由崔龍海轉達。
對於訪朝的時機，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耿爽此前表示，在
黨代會後相互通報情況，是中
國共產黨和朝鮮勞動黨等社會
主義國家政黨多年來交往的慣
例。中朝發展友好合作關係符
合雙方利益，有利於促進地區
的和平穩定發展。

■巴雷拉昨日在中國人民大學發表演講
巴雷拉昨日在中國人民大學發表演講。
。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正在中國訪問的巴拿馬總統巴雷拉昨日到訪
中國人民大學，獲授該校名譽博士學位，並
受聘為該校拉美研究中心名譽顧問。巴雷拉
在隨後的演講中表示，這一榮譽是對兩國友
誼的褒獎，作為首位訪問中國的巴拿馬總
統，他會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並相信中
巴雙邊關係會為兩國帶來好處，也會為整個
拉美大陸乃至全世界和平帶來好處。
巴雷拉表示自己2007年首次到訪中國，當
時就驚歎於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2014年就
任總統，經過各方努力，2017年6月13日，

中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5個月以來，雙方開
展了豐富多彩的活動，成果豐碩。他希望兩
國增加互派留學生人數，增進雙方了解。
此外，巴雷拉表示巴拿馬支持「一帶一
路」倡議，會積極參與，目前該國已有金融
機構開始研究具體項目的可行性，比如修建
鐵路，從巴拿馬連接整個中美地區。「我們
會在技術、金融等方面得到中國的支持。」
據中國人民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靳諾介
紹，截至目前，該校已與10所拉美國家高校
簽署校際合作協議，共有31名來自拉美的學
生正在人大學習。

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張明：
中國發展為世界帶來
「黃金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張明17
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表示，十九大後中國國
門將「越開越寬敞」，未來30年中國發展將
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黃金機遇」。

十九大後加碼開放
據中新社報道，就任使團團長剛逾一月的
張明當日出席歐盟官員赴華研修班聯誼會，
在致辭中向在場官員解讀十九大。張明表
示，十九大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
時代的重大政治論斷，制定了中國未來30年
發展規劃，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
現代化，到 2050 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需要持久和平

的國際環境和開放的國際合作。
張明指出，「中國人民太珍惜和平了，刻
骨銘心的體會就是沒有和平談不上發展」。
對於開放與合作，張明表示，中國既有豐
富經驗也曾有深刻教訓，如今深知一個國家
關起門來不可能發展，中國要發展必須打開
國門，而且國門將「越開越寬敞」，以開放
和包容的姿態與國際社會開展合作。
他提及，早前中國宣佈進一步開放金融業
和汽車業、擴大市場准入的具體措施，而
「這些只是未來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小
小的一步，今後你們會看到更多的舉措」。
張明強調，一個珍惜和平、擴大開放的
中國，將是可信賴、可依靠、可預期的和

平力量和合作夥伴。在世界發展進程中，
「中國發展帶來的絕對不會是『黃禍』，
而是和平與發展的黃金機遇」。今後中國
將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積極發展
全球合作夥伴關係，相信這些都將為中歐
關係乃至歐洲發展帶來機遇。

■中國駐歐
盟使團團長
張明
中新社

十九大精神宣介團訪俄 黨際論壇研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俄羅斯衛
星通訊社報道，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
長李軍 15 日至 17 日率十九大精神對外宣介
團訪問俄羅斯，出席與俄羅斯執政黨統一
俄羅斯黨（統俄黨）共同舉辦的中俄政黨
論壇專題會議和兩黨代表座談會，會見公
俄黨領導人，接受俄主流媒體採訪，重點
介紹十九大政治、理論、實踐成果。俄方
盛讚十九大的意義和影響，期待加強黨際
交往，對接發展戰略，造福兩國人民。

十九大為中俄合作帶來機遇
李軍在會議後向當地記者表示，中共十
九大的結果為中俄展開高水平的合作帶來
了機遇。
隨同李軍訪俄的還有中國大型公司的代
表團。李軍表示，「我們兩黨舉辦了以國
際合作為主題的企業家研討會，我相信兩
國國有企業將會在促進高級科技、基礎設
施建設、農業、信息領域的合作繼續發揮

主力軍的作用。」
代表俄方的是統俄黨總委員會副書記熱
列茲尼亞克、統俄黨最高委員會成員舒瓦
洛夫、俄聯邦委員會成員和國家杜馬議員
以及俄大公司代表。統俄黨最高委員會成
員舒瓦洛夫透露，2 個活動共有 200 多名參
與者，其間對中共十九大進行了總結，就
人才培養進行了經驗交流，雙方還探討了
國際日程問題。會面的目的是繼續深化黨
派間協作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兩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