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轮
中美人文交流
高层磋商

再次确认双方在保护和养护包括太平
洋在内的世界海洋方面的承诺。双方表示
对2014“我们的海洋”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海洋部长级会议议程的支持，强调
应对可持续渔业、海洋酸化和海洋污染等全
球挑战，保证在国家、双边层面以及同国际社
会共同落实上述目标。双方保证支持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与防灾减灾、粮食安全及海洋
科技创新。双方还表达了加强蓝色经济合
作的愿望，包括通过APEC和其他论坛分享
信息和经验。双方计划派高级官员出席10
月在智利举行的2015“我们的海洋”会议。

全球海洋合作

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一致认为
恐怖组织构成全球性威胁。中方政府官员
及业界专家接受美方邀请，拟就遏制全球
恐怖分子用以制造简易爆炸物的化学前品
和两用爆炸物成分非法流通的最佳做法进
行会晤和讨论。双方决定于2015年8月3
日开始的一周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中美副外
长级反恐磋商，力争在广泛议题上加强反
恐合作，包括如何应对外国恐怖作战分子
跨国流窜、打击恐怖融资网络、加强有关恐
怖威胁情报信息交流。

反恐合作

重申积极落实两国国防部2014年签
署的两个互信机制备忘录，即“重大军事行
动相互通报机制”（下称“通报机制”）和“海
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下称“行为准
则”）。双方积极评价今年以来两个互信机
制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同意在通报机制
框架下就新的通报项目开展磋商，并力争
在2015年9月前就行为准则中的“空中相
遇”部分达成一致。

互信机制

决定就加强和推动《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二十国集团（G20）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等多边框架下的反腐败倡议继
续开展合作。美方承诺愿与中方一道，
在2015年至 2016年间，尤其是2016年
中方担任G20主席国期间，为打击跨国
腐败作出表率，包括实施G20相关反腐
败准则。中方欢迎美方上述承诺。两国
重申在G20框架下就打击跨国贿赂、拒
绝避风港、资产返还、提高公共领域廉洁
性等方面所作承诺。

反腐败合作

认识到双方在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和挑
战。双方决定共同努力，并与其他地区国家一
道，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双方决定
在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机制框
架内加强沟通与协调，决定未来一年在上述某
一机制内联合举办海上溢油、外空安全、地震
应急响应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双方支持东盟
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双方欢迎并决定
通过各层级双边交往及相关机制就亚太地区
事务继续保持磋商。 （具体成果清单节选）

亚太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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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执行中美教育部合作执行计
划。

●举办2015年中美教育部际磋商。
●继续举办中美省州教育厅长对话。
●中方宣布启动“百千万”计划，未

来 5 年邀请 100 名美国青年领袖访华游
学；促成双方各 1000 名优秀大学生到对
方一流高校研学；每年公派 1 万人赴美

学习研修。
●继续实施中方“公派万名学生赴美攻

读博士学位”项目。
●继续实施中方“万名中美人文交流专

项奖学金”项目。
●继续实施美方“十万人留学中国计

划”。
●继续执行“知行中国”青年学者项

目。2015年将邀请首批美国青年学者来华
研修，促进中美青年学者交流。

●继续执行400名非洲裔美国大、中学
生来华游学项目。

●继续执行向传统非洲裔大学联盟的
学生来华学习提供1000个奖学金名额项
目。

●中国教育部将与英特尔公司合作，于

2015年举办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中国教育部将与NBA签署合作协

议，NBA将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校
园篮球场地建设。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将继续执行
“中美高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联合培养百
千万交流计划”。

●国家留学基金委将与IBM签署“中美

百名青年科学家大数据领域合作计划”及
“百名来华留学杰出人才奖计划”协议，简称
“双百计划”。

●清华大学将与华盛顿大学共同发起
“全球创新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将与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签署协议，共同筹建“高速铁路安全
服役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2015年6月至8月，科技部与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拟继续在华举办2015年度中
美科技人员交流计划，接收美方选派的优秀
博士研究生约40名，在中方导师指导下开
展研究，为中美两国青年科研人员未来研发
合作奠定基础。

●2015年6月，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与
美国能源部部长莫尼兹于美国华盛顿共同主
持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CERC）第七
次指导委员会会议。双方就清洁煤、清洁能
源汽车、建筑节能、能源与水等领域的合作交
换意见，并就CERC二期合作进行探讨。

●中美轨道交通装备联合研发中心：中
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拟于2015年联合同济
大学、上海轨道交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和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等，以共同出资的
方式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成立“中美轨
道交通装备联合研发中心”，搭建中美行业

学术和技术交流平台，促进双方轨道交通装
备技术共同发展。

●共建中美跨境创新创业合作平台：北
京瀚海智业投资集团、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
心和成都新谷投资集团联合成立的中美企
业创新中心（波士顿）（CUBIC）拟与美方机

构美中合作发展委员会（UPC）在美国麻州
建立麦道国际集团（Midas Worldwide），
并在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期间举行签约仪式，
共建中美跨境创新创业合作平台，促进中美
企业共同发展，打造中美创新创业协同化国
际生态网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
合众国政府对旧石器时代到唐末的归类考
古材料以及至少二百五十年以上的古迹雕

塑和壁上艺术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
录》，美国政府将于近期向中国政府移交一
批所截获的中国文物。

●2015年4月11日至9月7日，休斯敦
自然科学博物馆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和金
沙博物馆合作举办“神秘的古蜀文化”展。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与中华文
物交流协会合作于2016年在纽约大都会艺
术博物馆举办《“秦汉文明”中国文物展》。

●2016年2月，中国艺术团体应邀参加
拉斯维加斯会展旅游局举办的第五届“沙漠
春节”活动。

●实施“中美百名医院院长互访计
划”。

●中美双方合作伙伴有意在对乳
腺 癌 的 关 注 及 以 病 人 为 中 心 的 服 务

方 面 扩 大 合 作 。 美 国 心 脏 病 协 会 将
继 续 与 中 方 合 作 伙 伴 改 善 心 血 管 疾
病的应对。

●启动“青年卫生骨干千人交流计

划”。中方选派青年卫生骨干人员赴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疾控中心
等机构工作，或赴美国知名大学学习；
中 方 欢 迎 美 方 青 年 专 家 来 华 交 流 指

导，加强卫生人才交流培养与联合研
究。

●美方将支持中方大学开展全球卫生
师资培养、课程开发、跨学科研究及国际合

作活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中方将选派青年骨干赴美攻读全球

卫生博士／硕士学位或短期进修，促进全球
卫生人才梯队建设。

——击剑
●应美国击剑协会邀请，中国击剑协会

分别派重剑和花剑国家队赴美参加训练营
（2015年1月、10月）。

——排球
●应美国排球协会邀请，中国排球协

会分别派沙滩排球国家队和中国国家女排
队赴美参加共同训练和友谊赛（2015 年
3－4月、6月）。

——高尔夫
●应中国高尔夫球协会邀请，美国高尔

夫球协会派高尔夫球队来华参加中美青少
年高尔夫球对抗赛（2015年8月）。

——水球
●应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

请，中国游泳协会派国家女子水球队赴
美训练并与美大学队进行友谊赛（2015
年 1月）。

——篮球
●中国篮球协会与美多个篮球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交流。
——单板滑雪
●美国青年单板滑雪队队员访问哈尔

滨冬季运动学校并与该校学生进行交流
（2015年3月）。

——健身气功
●应美国太极健身气功协会邀请，中国

健身气功协会派气功队赴美进行宣传推广
和教学培训（2015年5月）。

●应美国健身气功总会邀请，中国健身
气功协会派气功队赴美进行宣传推广和教
学培训（2015年11月）。

——舞龙舞狮
●应美国纽约香港龙舟节组委会邀请，

中国龙狮运动协会派舞龙舞狮队赴美进行
交流（2015年8月）。

——武术
●应美国武术联合会邀请，中国武术协

会派团赴美参加中美青少年武术运动员训
练营等活动（2015年8月）。

——象棋
●应美国象棋联合会邀请，中国象棋协

会派象棋队赴美参加中美中国象棋对抗赛
（2015年6－12月间）。

●在2015 年妇女领导者交流对话会
基础上，全国妇联将与美国政府、高盛基
金“一万名妇女项目”和其他公司和组织
合作，在华举办两场女企业家精神研讨
会，每次会议规模约 50 人。研讨会将重

点讨论女企业家在创办和发展企业过
程中面临的障碍，以及克服障碍、促进
妇女充分参与全球经济的成功经验。
会议将围绕在 APEC 妇女与经济论坛
上确定的影响妇女参与经济的五个主

要问题展开研讨，即：获取资金、获取市
场、技术和能力建设、女性领导力、创新
及技术。

●美国政府将与全国妇联合作，完
成最后两个反家暴专家团的交流互访

活动。第一次将由中方派遣反家暴服
务人员及宣传倡导人员访问美国。最
后一次将由美国派出跨领域专家，为中
方提供定点领域技术支持，以及多部门
合作。

●全国妇联与美国国务院全球妇女事
务办公室合作，于2016年第七轮中美人文
交流高层磋商期间联合举行第八届中美妇
女领导者交流对话会。

●2015年上半年，邀请美国青年政治
家代表团访华，增进中美青年精英的了解、
信任和友谊。在华期间，举办中美青年思想
者圆桌会议，加强中美青年领袖之间的思想

碰撞。
●2015年下半年，派遣中国青年代表

团访美，促进中国青年精英与美国政治、经
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深入交流与对话。

●2015年下半年，派遣由各大高校学
生会负责人组成的全国学联代表团访美，与
美国常青藤联盟学生理事会举办中美学生
领袖对话。

●继续开展“中国—耶鲁青年领导者
对话”赴美培训项目，并以创新为培训主
题，通过学习、借鉴、交流中美创新理念和
实践，提高中国青年群体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
●与美国创新组织开展中美青年创业

创新培训项目。 （联合成果清单节选）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4日电）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4日电 第六轮中美人
文交流高层磋商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闭幕。
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成果丰厚，双方在
教育、文化、卫生等7个领域共达成119项合作共
识。其中，第二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第二届中美
大学校长论坛和第七届中美妇女领导者交流对话

会等引领示范性项目已全面启动，使中美人文交
流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极大拓展。

另外，双方还首次把提升双边医疗卫生交
流互动、打击野生动植物走私等话题纳入交流
内容，并将如何利用清洁燃料，改进能源与环
境技术列入今后重点关注的议题。

上述成果标志着双方人文交流进入内涵更加
丰富、行动更加务实的良好局面，进一步推动两国
人文交流与合作迈上机制化和常态化轨道。

2009年中美两国元首推动建立中美人文交流
高层磋商机制以来，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搭建了更
加广阔的平台。5年来，这一机制围绕教育、科技、

体育、妇女、青年、地方交流等领域，取得近300项务
实成果。

在人文交流领域中，教育交流成果突出。
目前，有49万名中国青年在美国学习，超过10
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学习。另外，中美双方已
合作在美国设立 107所孔子学院，451家孔子

课堂，注册学生达30万。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发展至今，已成

为促进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重要支
柱。相信在双方的精心呵护与培育下，中美人文
交流这棵大树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进一步
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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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4日电 第七
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4日在美国首
都华盛顿闭幕。

在本轮对话的战略框架下，中美双方在
坦诚、务实、建设性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
战略安全、综合安全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决定就有关问题保持对话与沟通，增进战略
互信，推动构建稳定的中美战略安全关系。

中美两国共在九大领域达成了127
项成果和共识，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

设又迈出扎实的一步。
中美就气候变化达成的一系列合作

成果是本轮战略轨道对话的一大亮点。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

在吹风会上说，中美两国一共确定了13
个领域的合作，已有8个领域开展了30
多个合作项目，这些项目都已取得一定积
极进展。双方同意就剩下的页岩气、核
能、清洁能源、碳捕集、利用和封存以及绿
色贸易等新领域加强合作。

在24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举
行的“保护海洋”特别会议上，两国新设立的
海洋工作小组首次会晤。双方联合倡议，将
共同保护海洋环境。从保护海洋出发，中美
两国找到了相互合作的新的契合点。

除保护海洋环境外，中美两国在海上执
法、海洋法、极地事务等方面也都有着共同关
心的话题和巨大的合作潜力。美国国务卿克
里在“保护海洋”特别会议上说，虽然中美“并
非在海洋政策各方面都能达成一致，但双方都

在努力解决分歧，从而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
在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双方

达成了13项海洋领域的成果，是历次对
话会中成果最多的一次。在备受关注的
南极罗斯海保护区问题上，双方就设立罗
斯海保护区成果会谈取得积极进展。

对话会前夕，中美海军同意使用公用
的通信代码，方便双方交流及进行无线电
沟通，避免误判。

在备受外界关注的南海问题上，外交

部部长助理郑泽光表示，中美双方在战略
对话中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坦诚、深
入、以建设性的态度讨论了这个问题。在
对话中，杨洁篪全面、清晰地阐述了中国
政府在海上争议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本轮经济轨道对话让中美对彼此的
宏观经济政策有了更深理解，有利于世界
两大经济体更好地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维
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呵护依然脆弱的全
球经济复苏势头。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迈出扎实一步

九领域达成九领域达成127127项成果和共识项成果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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