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文明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5 月 15 日， 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
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
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 的主旨演讲，
指出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
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
重彩的篇章。亚洲人民期待
一个和平安宁、 共同繁荣、
开放融通的亚洲。我们应该
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夯实共建亚洲命
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人文基础。 习近平强调，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
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
放体系。 未来之中国，必将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
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
贡献世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
平走上主席台， 发表主旨
演讲。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世
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
化多样化、 社会信息化深
入发展， 人类社会充满希
望。 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
加严峻。 应对共同挑战、迈
向美好未来， 既需要经济
科技力量， 也需要文化文
明力量。 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 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
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
流互鉴、 相互启迪提供了
一个新的平台。

习近平指出，亚洲是人
类最早的定居地之一，也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 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
亚洲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
明成果。 亚洲文明也在自

身内部及同世界文明的交
流互鉴中发展壮大。 璀璨
的亚洲文明， 为世界文明
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
篇章， 人类文明因亚洲而
更加绚烂多姿。 我们应该
增强文明自信， 在先辈们
铸就的光辉成就基础上，
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
互鉴， 努力续写亚洲文明
新辉煌。

习近平强调，亚洲各国
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有着
相似的历史境遇、 相同的
梦想追求。 面向未来，我们
应该把握大势、顺应潮流，
努力把亚洲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亚洲
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的
亚洲，希望各国互尊互信、
和睦相处， 广泛开展跨国
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
活动， 共同维护比金子还
珍贵的和平时光。 亚洲人
民期待一个共同繁荣的亚
洲， 希望各国合力推进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经济全球化， 共同消除
一些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
贫穷落后， 共同为孩子们
创造衣食无忧的生活。 亚
洲人民期待一个开放融通
的亚洲， 希望各国秉持开
放精神，推进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
洲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
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文明因多
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 我们要加
强世界上不同国家、 不同
民族、 不同文化的交流互
鉴， 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
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人文基础。 习近平提出 4
点主张。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人类只有肤色
语言之别， 文明只有姹紫
嫣红之别， 但绝无高低优
劣之分。 我们应该秉持平
等和尊重， 摒弃傲慢和偏
见， 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
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
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
谐共生。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一切美好的事
物都是相通的。 人们对美
好事物的向往， 是任何力
量都无法阻挡的。 我们既
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
机， 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
创造条件， 让世界文明百
花园群芳竞艳。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交流互鉴是文
明发展的本质要求。 文明
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
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
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
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
单向的。 我们应该以海纳
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
交往的壁垒， 以兼收并蓄
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
分， 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
互鉴中共同前进。

第四， 坚持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 我们应该用创
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
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
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
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
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
护行动， 为更好传承文明
提供必要支撑； 愿同有关
国家一道， 实施亚洲经典
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
交流合作计划， 帮助人们
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
欣赏， 为展示和传播文明

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
愿同各国加强各界交流，
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
创新合作模式， 推动各种
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为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
件； 愿同各国实施亚洲旅
游促进计划， 为促进亚洲
经济发展、 增进亚洲人民
友谊贡献更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
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
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
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
神追求， 是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 发展壮大的丰厚滋
养。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
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
的开放体系， 始终在兼收
并蓄中历久弥新。 亲仁善
邻、 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
一贯的处世之道， 惠民利
民、 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
鲜明的价值导向， 革故鼎
新、 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
永恒的精神气质， 道法自
然、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
内在的生存理念。

习近平强调，今日之中
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
且是亚洲之中国、 世界之
中国。 未来之中国，必将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
界、 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
就贡献世界。 希望大家共
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
明的美好未来。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
主题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
与命运共同体”， 举办开幕
式、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
嘉年华、亚洲文明周四大板
块共 110 余场文明交流活
动。 约 1200 名中外嘉宾出
席开幕式。 ②6（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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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

进一步推动
网络提速降费

5 月 14 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推动网络
提速降费， 发挥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多重
效应； 确定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提高创新能
力的措施，推进产业提质升级。

会议指出，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进一步推进网络提
速降费、增强网络基础能力，不仅给企业和
群众增便利添实惠， 更能拉动有效投资和
消费、带动扩大就业、发挥数字经济等新动
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是既
利当前、 又惠长远的一举多得之策。 会议
确定， 一是把加快网络升级扩容作为扩大
有效投资的重要着力点。 今年实现光纤到
户接入端口占比超过 90%，在 300 个以上
城市部署千兆宽带接入网络， 推动固定和
移动宽带迈入千兆时代。 针对农村、 边远
地区等薄弱环节， 全年扩容及新建 4G 基
站超过 60 万个，实现全国行政村覆盖率超
过 98%。 二是突出增强工业互联网、教育、
医疗等重点领域的网络能力， 加大有效投
资力度。 加强工业互联网专线建设。 年内
实现全国中小学宽带网络接入率达到
97%，普遍具备百兆接入能力。推动县级以
上医院和医联体专网全覆盖。 三是落实降
低资费要求。 推动基础电信企业通过下调
资费价格、免费提速升档等方式，年内实现
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降低 15%；通过实
施普惠制套餐升档降费、 大幅降低套餐外
流量单价、针对低收入和老年群体推广“地
板价”资费，多措并举实现移动流量平均资
费降低 20%以上；推动内地与港澳地区间
流量“漫游”费降低 30%。 四是 11 月底前
在全国全面实施“携号转网”，深入做好准
备工作。 严查擅自增加办理条件等行为。
五是清理规范套餐设置， 年内再精简目前
在售套餐数量 15%以上， 推动解决数量
多、看不懂、选择难等问题，让消费者得到
更多实惠。

会议指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挥市
场机制作用， 支持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是
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一要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加大对
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创新政策落实力度。强
化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完善以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发展创
投、风投等基金，鼓励金融机构提高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比例支持企业创新。二要紧
扣促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强化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推动制造业加快向智能、绿色、
服务型制造转型升级。 三要完善创新体
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四要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和推广应用。鼓励企业开展国际创
新合作，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修订。 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 加大侵权惩罚力度。 ②6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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