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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 > 正文 最新播报：

习近平抵英启超级国事访问 中英共铸经贸旗舰

2015年10月20日 22:17:27 来源： 中国新闻网

　　中国国旗与英国国旗悬挂在英国伦敦白金汉宫前的林荫路两旁/路透社

　　据香港“大公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9日晚乘专机抵达伦敦，开启访问英国之旅。

20至23日的4天时间里，习近平将出席近20场公开活动，包括多场会见、重要宴请，参观多所学校、

企业、出席双边峰会等。中英双方将在核电、高铁、金融等领域打造“旗舰项目”，这场“超级国事

访问”将带动中英经贸合作再上台阶，驶入“黄金时代”的快车道。

　　综合媒体报道：此访是10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中国面向欧洲的又一

次重大外交行动。此访英国是唯一一站，极为罕见，堪称一次“超级国事访问”。

　　中英经贸合作有望成习近平此访的最大焦点，必将带动中英经贸合作再上台阶。对于会晤成果以

及中英将敲定哪些“大单”，外界预期，双方将在核电、高铁、金融等领域打造“旗舰项目”，深化

教育、科技、媒体等交流合作，便利人员往来。

·开着房车看世界(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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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中英首个核电项目欣克利角核电站有望于习近平访英期间正式签约，目前这项谈判仍在进

行；此外，英国正在寻求中国投资英格兰HS2高速铁路；中国政府预计还将利用这次访问推进金融项

目，比如在伦敦发行人民币债券。

　　中石油与英石油将签协议

　　英国《金融时报》19日报道，英国石油(BP)也将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签署一份合作协议，

在中国及其他地区合作开发新的项目，此举将会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关系。

　　在金融领域，中英合作也极具潜力。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此前在伦敦发行了20亿元人民币债券，目

前正筹备在伦敦发行第二期人民币债券。未来，中国还将在伦敦发行人民币政府债券，将伦敦作为首

个主权债务市场的海外金融中心，该计划很可能在习近平访英期间宣布。

　　英王室三代陪同凸显高规格

　　有专家评价，近年来，中英经贸关系快速发展，英国成为欧洲接收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这些既

与英国成熟的投资环境有关，与其开放态度也不无关系。习近平此次访欧，将从战略、政治和经济领

域全面夯实中英关系，打下中英“黄金十年”的坚实基础，也将为中英全方位经贸合作提供强劲动

力。中英经贸合作前景可喜、可期。

　　在英国的四天里，习近平将出席近20场公开活动，这其中不仅包括多场会见、重要宴请，也有参

观多所学校、企业、出席峰会等。

　　伦敦当地时间19日晚，习近平抵达希思罗机场，次日一早，超密集的行程就将展开。在伦敦，英

王室成员将全程陪同习近平，英方接待规格之高可见一斑。

　　20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将在皇家骑兵检阅场举行仪式欢迎中国元首来访。鸣放礼炮后，习近平

将登上皇家检阅台检阅英国皇家骑兵卫队和仪仗队，前往白金汉宫下榻。

　　在白金汉宫，习近平将出席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非正式午宴，与女王互赠礼品并参观王室收

藏。

　　当天下午，习近平会前往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大厦，并在这里发表演讲。由英国女王为习近平举

行的国宴将于20日晚在白金汉宫进行。在英国，国宴是为接待他国领导人所举行的最高规格的盛宴，

每年仅举行一至两次，这不单是欢迎仪式，也是国事访问中的重要环节。国宴上，习近平将发表讲

话。

　　习访英今日看点

　　上午：皇家欢迎仪式

　　●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会面，举行欢迎仪式和阅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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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组织结构图

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与女王夫妇乘皇家马车，前往白金汉宫

　　中午：私人午宴

　　●出席英国女王主持的私人午宴

　　●参观皇家收藏中的中国藏品

　　下午：议会演讲

　　●前往英国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发表演讲

　　●在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陪同下参观王子传统艺术学院

　　●与查尔斯王储夫妇一同享用英式下午茶

　　晚上：国宴讲话

　　●在白金汉宫举行盛大国宴，女王和习近平发表讲话

   1 2 下一页  

[责任编辑： 张天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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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 > 正文 最新播报：

习近平抵英启超级国事访问 中英共铸经贸旗舰

2015年10月20日 22:17:27 来源： 中国新闻网

　  50辆喷绘有“美丽中国”照片图案的英国出租车走上伦敦街头/中新社

　　“美丽中国”驶上伦敦街头

　　据中新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前夕，50辆喷绘有“美丽中国”照片图案的英国出租车

驶上伦敦街头，成为一道引人瞩目的亮丽风景线。

　　10月19日至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英两国摄影、艺术等各界知

名人士前不久精心选出100余幅优秀摄影作品喷绘在50辆英国出租车的车身上，从10月18日起在伦

敦“流动展示”一个月。

　　记者了解到，包括英国上议院议员、内政部国务大臣、枢密院顾问官麦克·贝茨勋爵、中国着名影

星姚晨、香港作家马家辉，台湾作家朱天衣等人在内的荣誉摄影师及中英两国的专业摄影师们以“美

丽中国”为主题通过手机拍摄。中英评审团日前挑选出100余幅优秀作品喷绘在50辆英国出租车的车

身上，在伦敦“巡展”一个月。

　　英国皇家摄影协会CEO迈克。普里查博士指出，此次手机摄影大赛搭建了中英两国文化交流的新

桥梁，尽管中英两国的人民说不一样的语言，尽管中英两国的摄影者有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但可以肯

定的是，摄影图像所传达的意义能够被不同国家的民众所理解，摄影和人们对摄影的爱好是不分国界

的。

·国家版权局发布通知 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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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时代带来的“黄金”机会

　　1.拉动项目

　　更多中企走出去

　　●两国企业合作主要集中在核电、高铁、汽车、金融领域。

　　2.一带一路

　　英参与带动全球

　　●英国率先加入亚投行，英格兰北部振兴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有许多契合点。

　　3.“伦沪通”

　　或增投资新渠道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伦敦交易所就互联互

　　通问题正进行可行性研究。

　　4.文化交流

　　家门口看展看剧

　　●中英两国重要文化机构和艺术团体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民众有机会不用出国，

就更多地看到英国博物馆的藏品，欣赏到原汁原味的英国戏剧。

　　5.赴英留学

　　名额增加机会多

　　●中国2014年宣布未来5年派遣1万名公派留学人员赴英学习。

　　6.合作办学

　　国内受英式教育

　　●中英合作办学起步早，目前合作办学机构17个，合作办学项目240个。

　　7.中国足球

　　培养新一代球星

　　●2012年中英校园足球项目启动，英国为中国基层足球教练员提供培训。未来5年，中国将建成2

万所足球特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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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合作推动中欧关系

　　习近平开启访问英国之旅，中英双方表示希望由此开创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扈大威认为，此次英国隆重邀请习主席访问，体现英国对中国崛起的务

实态度，中英两国未来在金融领域的合作至关重要，伦敦或将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扈大威预测，中英两国将会在经贸合作方面有较大的推动，例如中方参与核电站建设和英国的高

铁建设，这些都与英国自身的发展计划息息相关。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英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

作。

　　自2011年伦敦启动建设离岸人民币市场以来，英国在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获得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初始额度、发行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等多个领域屡创先河。

　　2014年，英国政府发行30亿元3年期人民币债券，成为首个发行人民币主权债的外国政府。扈大

威特别强调，英国没有加入欧元区，伦敦与法兰克福、巴黎同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未来英国若想

保持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关键要看伦敦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是否占据有利地位。

　　英国是欧盟的重要成员，因此中英关系也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英关系的发展必然也会

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使得中欧关系更加平衡、更趋全面。扈大威解释，在历史上，英国在发展对华

关系方面，比其他西欧国家起步更早，英国在对待中国的投资方面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将会促使欧

盟其他成员国以更加积极务实的态度看待中欧经贸合作，对中资企业对欧投资将起到促进和推动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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