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元首
庄园会晤 为中美关系发展奠定了建设性基调

世界新闻 2017年4月9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王红卫 美编：杨薇A04 要闻

■■■■■ ■■■■■ ■■■■■

据新华社美国安克雷奇4月7日
电（记者霍小光 陈贽）当地时间7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
克雷奇会见阿拉斯加州州长沃克。

习近平强调，我这次应特朗普

总统邀请前往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
举行中美元首会晤，目的是确定新
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方向，拓展两国
广泛领域务实合作。我同特朗普总
统的会晤十分成功，达成多项共识，

取得积极成果。
习近平指出，地方合作是中美关系

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之一。阿拉斯
加州同中国颇有渊源。阿拉斯加州和
安克雷奇市是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参

与者和见证者。中国同阿拉斯加州产
业互补性强，双方交流合作已经取得长
足进展，同时大有潜力可挖。双方要拓
宽合作领域，深化能矿、油气资源、渔业
等合作，加强旅游合作，开展冬季冰雪

运动交流，促进人民友好。
沃克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到访阿拉斯加州。中国是阿拉斯加
的重要贸易伙伴、最大水产品出口市
场。阿拉斯加资源丰富，愿密切同中

国在农业、渔业、油气、矿产、旅游等
领域合作，密切同中国人民的交往。

彭丽媛、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是中美元首会晤后回国途

中在安克雷奇作技术经停。

习近平会见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沃克

据新华社美国棕榈滩镇4月7日
电 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4
月6日至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
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
晤。会晤结束后，外交部长王毅向媒
体介绍了会晤情况。

王毅表示，这次会晤是美国新政
府就职以来中美元首首次面对面沟
通。两国元首进行了超过7个小时的
深入交流，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
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
多项重要共识。双方认为这次中美元
首会晤是积极和富有成果的。会晤为
中美关系发展奠定了建设性基调，指
明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两国元首介绍了各自治国理念
和正在推进的内外政策议程，增进

了相互了解，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
系和个人友谊。双方对此都作出高
度评价。

双方讨论了中美总体关系。习
近平主席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好，不
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
也有利，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
的选择。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作
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
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
同办成一些大事。

双方商定了两国高层交往计
划。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
统将于今年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问。双方责成两国工作团队共同努
力，以推动访问取得丰硕成果。两
国元首同意通过会晤、通话、通信等

方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

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
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
话机制。会晤期间，双方启动了外
交安全、全面经济两个对话机制，重
点讨论了机制运作方式和工作重
点。双方同意尽早启动其他两个对
话机制。双方将开展各领域其他级
别的对话接触，鼓励各部门加强交
流合作。

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了深入讨
论。中方强调，中美经贸关系本质
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已相互成为第
一大贸易伙伴国，两国人民都从中
受益良多。对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双方应本着平等互利

原则，扩大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务实合作，相互开放市场，推动
两国经贸关系更加平衡发展。双方
同意将在贸易投资领域深化务实合
作，同时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以取得
互利互惠的成果。

双方愿加强两军交往，深化执法
司法、网络安全、追逃追赃、非法移民、
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采取更
多实际举措，进一步拓展中美人文交
往，扩大两国人民往来，不断夯实中美
关系的社会基础。

王毅表示，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扩
大互利合作领域，并在相互尊重的基
础上管控分歧。中方重申了在台湾、
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希望美方在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政策基

础上予以妥善处理，防止中美关系受
到干扰。中方并重申了在南海问题上
的原则立场。

双方还就其他重大国际地区问
题交换了意见。在朝鲜半岛核问题
上，中方重申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
商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全面执行
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中方介绍
了解决朝核问题的“双轨并行”思路
和“双暂停”建议，希望找到复谈的
突破口。中方重申反对美方在韩部
署“萨德”反导系统。双方确认致力
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同意就半
岛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双方
还同意拓展在防扩散、打击跨国犯
罪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

两国元首超过7个小时的深入交流，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多项重要共识
双方商定了两国高层交往计划。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

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

在新起点上
推动中美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元首会晤。
不仅对中美关系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
义，也向全世界释放了中美共同致力
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信号。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
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

“一千”与“一”的比喻精辟而深刻。翻阅
历史，中美关系正常化45年风雨历程表
明：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
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展望未来，中
美关系下一个45年何去何从？问题的
答案关乎两国和世界命运，需要两国领
导人作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在新
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一部中美关系发展史，也是双方
务实合作不断深化的历程。建交以
来，两国从没有政府协议到如今建立
逾百个政府间对话机制，贸易额由
1979 年不足 25 亿美元增至 2016 年
5196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700
亿美元……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好处，也反复印证着“合作
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的深刻
道理。会晤期间，从宣布建立外交安
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
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
别对话机制，并启动外交安全、全面
经济两个对话机制，到同意将在贸易
投资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从增进两军
互信和合作，到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为
新形势下中美合作赋予更加丰富的
内涵、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坚持互
利共赢，做大合作蛋糕，中美完全能
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共同办成一
些大事，更好地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有差
别，世界才多姿多彩；有分歧，各国才要
聚同化异。“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
管控分歧”，是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的重要保障。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美
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的需
要远远大于分歧。只要在相互尊重的基
础上管控分歧，采取建设性方式增进理
解、扩大共识，就能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
点，推动两国关系步入更加稳健、成熟的

“不惑之年”，走上一条让两国人民安心、
让世界各国放心的宽广大道。

万丈高楼平地起。人文交流是中美
关系大厦的地基。从230多年前美国商船

“中国皇后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到如今
每年超过475万人次往来于大洋两岸的交
流盛况，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穿越时空、薪
火相传。心灵相通的真挚感情，让人们对
中美关系的未来更添信心。“惟以心相交，
方成其久远”，加强人文交流，扩大两国人
民友好往来，通过推动校际合作、旅游业合
作、艺术交流、体育合作、医疗卫生合作等
方式，为人文交往搭建更多平台，就能进一
步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为中美关系长
期健康发展提供更多正能量。

从阳光遍洒的海湖庄园出发，中美
关系再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只
要我们坚定方向、锲而不舍，以实际行
动不断巩固已建立起来的关系，深化友
好合作，就能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
和平、稳定、繁荣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
历史责任。（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新华社评论员

习近平同特朗普到秀丽宜人的海湖庄园中散步，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继续就两国友好合作进行讨论。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
席4月6日至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
湖庄园同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两位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
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多项
重要共识。

这次会晤是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
中美元首首次面对面沟通，广受关注。
多国专家学者认为，两国元首通过此次
会晤增进了相互了解，建立了良好的工
作关系和个人友谊，为中美关系发展指
明了方向。

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咨询公司
副总裁罗伯特·霍马茨认为，两位领导
人通过这次会晤当面沟通交流对双边
关系和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的看法，为
新时期美中关系发展定调，同时建立了
良好的私人关系。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研室
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说，本次会晤将
为中美关系创造一个积极的新开端。两
位领导人都表现出愿意对话的姿态，这
是通过交流进而寻求共识的良好基础。
中美关系长期健康发展对世界有着重要
意义，两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贸
易、金融乃至政治局势的稳定。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中欧论坛创始
人高大伟说，两位领导人在会晤中展现
出的关系充满“正能量”，体现出的积极
务实精神对于今后中美双方合作发展
不可或缺。

欧洲学院欧中研究中心主任门镜
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会晤时强调，“我们
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
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样的表述
令人眼前一亮。中美是当今世界最有
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双方建立和发展一
种稳定、相互支持、相互理解、互惠互利
的关系，对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将是巨大
贡献。

门镜还注意到，中美双方宣布建立
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
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高
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她对此表示，其中

的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合作机制有助
于共同推动和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
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她希望这一对话
机制未来也能出现在欧中对话当中。

泰国国家发展行政学院国际问题
专家李仁良注意到，习主席强调，中方
欢迎美方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

李仁良认为，中美合作机遇很多，
就像习主席提出的，“推进双边投资协
定谈判，推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健康发
展，探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领
域务实合作”，这些都代表了中美未来
合作的方向。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关系中
心研究员何塞·伊格纳西奥·马丁内斯
同样认为，合作是中美两国共同的主
题。此外，这次会晤对中美两国更好地
在国际和区域组织中开展合作也有积
极意义。

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所长哈立德·拉
赫曼在谈到这次会晤时说：“特朗普说，他
和习主席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
友谊。这对双方携手解决双边、地区以及
国际问题等将是一个积极信号。”

欧洲议会议员助理兼欧中友好小
组秘书长盖琳说，会晤虽然时间不长，

但可以从不少细节看出特朗普对中国
非常重视，例如他让自己外孙女和外孙
演唱中文歌曲《茉莉花》并背诵《三字
经》和唐诗等。特朗普深知，与中国合
作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非常重要。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外交学学者帕
特里克·马卢基说，两国领导人都表示
此次会晤是积极和富有成果的，双方同
意共同努力，扩大互利合作领域。这有
力地推动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马卢基还认为，此次会晤有助于加
强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
作，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美在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发展进步
等方面肩负共同责任，加强对话与合作
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多国专家学者积极评价中美元首庄园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