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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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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巴拿马城12月3日电
（记者霍小光 郑开君）当地时间12
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拿马总
统巴雷拉举行会谈。两国元首高度
评价中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良
好势头及合作成果，就进一步推进两
国关系达成广泛共识。

习近平指出，中巴建交一年半
来，中巴关系强劲起步，我同巴雷
拉总统实现互访，双方政治互信日
益深化，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牵
引，各领域交往合作快速发展，成
效显著。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
中巴建交完全正确，惠泽两国人
民。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巩固
和发展中巴友好关系是中方坚定
不移的外交方针。中方支持巴拿
马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安全稳
定、改善民生、提升国际影响力所
作的努力，支持巴拿马在促进地
区经济融合和互联互通方面发挥
更大作用。

习近平强调，我同总统先生有
一个重要共识，就是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人民谋幸福
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这一思
想指引了中巴实现建交，未来也将
指引双方在合作中促进共同发展、
增进民生福祉。中方愿同巴方一
道，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加强政府部
门、立法机构、政党交流合作。中方
高度赞赏巴方在台湾等涉及中国重
大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坚定支
持。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
则，肯定巴拿马运河在全球经济中
的作用，尊重巴拿马对运河的主
权，承认运河为永久中立的国际通
行水道，支持巴方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指出，巴方“2030 年国

家物流战略”同中方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高度契合，双方要加强战
略对接，推进金融、旅游、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落实好铁
路、教育、医疗等重点项目，推进互
联互通。中方是巴拿马运河第二
大用户。双方可以进一步优化货物
集运方式，使巴拿马运河在中国更深
度参与全球贸易中发挥更大效益。
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
同巴拿马开展自由贸易谈判，欢迎
巴拿马海产品、肉类、菠萝等对华出
口，鼓励更多中国金融机构在巴拿
马设立机构，包括人民币清算中
心。要加强人文和地方等领域交
流，便利双方人员往来，夯实两国关
系民意基础。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
的沟通，深化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
织、中拉论坛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
和配合，共同应对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等挑战，共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
关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维护
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巴雷拉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
主席对巴拿马进行历史性访问，此
访必将进一步拉近巴中两国人民
的友好感情。巴中建交以来，双边
关系取得重大进展。很高兴我同
习近平主席达成的共识得到很好
落实，基础设施建设、人文等领域
交流合作正积极推进。巴方感谢
中方对巴拿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的支持。巴拿马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
巴方支持共建“一带一路”，期待同

中方加强投资、港口运输、自贸区
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投资，
愿同中方早日商签自贸协定，提升
两国贸易水平。巴拿马希望利用

自身区位和物流优势，成为连接中
国与中美洲及拉美地区的门户和
纽带。相信巴中合作不仅将造福
两国人民，也将造福地区人民，为

全球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项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还共同会见了
记者。

习近平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 12 月 3 日
电（记 者 陈 贽）当地时间 12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拿马城和
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共同会见出席
中国－巴拿马经贸合作论坛的双
方企业家代表。

习近平指出，中巴建交为两国各
领域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两国经
贸合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
双方企业界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紧密。两国企业界是中巴合作
的主力军，双方要抓住良好机遇，努

力扩大合作。中国真诚向各国开
放市场，欢迎包括巴拿马在内的世
界各国企业家到中国投资兴业，也
鼓励中国企业到巴拿马开拓发展，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两国企业家应
该担起社会责任，生意做到哪里就

要在哪里播下友好的种子，项目建
在哪里就要在哪里树起友谊的丰
碑。希望两国企业家开拓进取，开
创中巴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

巴雷拉表示，长期以来，巴拿马
和中国工商界通过运河、港口和科隆

自贸区保持着联系。两国建交以来，
经贸合作日益密切。我们欢迎更多
中国企业来巴拿马投资，并把巴拿马
作为向拉美辐射业务的基地，助力巴
拿马和本地区的发展，实现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合作共赢。

习近平和巴雷拉共同会见出席
中国－巴拿马经贸合作论坛的双方企业家代表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12月3日电
（记者陈贽 王卓伦）当地时间12月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拿马城会见
巴拿马国民大会主席阿夫雷戈。巴
主要党派负责人参加。

习近平强调，中巴建交功在当
今、利在千秋，造福两国人民。中巴
建交短短一年半时间，两国合作的强

劲发展和丰硕成果印证了这一点。
中方愿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坚定不移地同巴方一道致力于促进
两国关系发展，相信中巴友好合作的
接力棒会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

习近平指出，巴拿马国民大会及
主席女士支持中巴建交，建交后不久
巴拿马国民大会就成立了巴中友好

小组，我对此表示赞赏。两国立法机
构应当在中巴关系发展中发挥建设
性作用。中方愿同巴拿马国民大会
及各党派、社会各界朋友共同努力，
推动中巴友好合作事业不断向前迈
进。双方要通过对话，加深了解，增
进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多交流治国理

政和立法经验，为两国合作提供法律
保障和便捷服务。希望中国全国人
大和巴拿马国民大会以及友好小组
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交往。要发挥
好巴拿马28万华人的血缘纽带作用，
为中巴关系长远发展厚积民意基础。

阿夫雷戈表示，巴拿马各界热烈
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巴拿马。自19

世纪中叶首批华人抵巴参加铁路建设
以来，华人就在巴拿马经济社会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巴中建交是巴各
党派的共识，为两国合作打开广阔空
间。相信习近平主席这次重要访问，
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巴中关系。巴拿
马国民大会愿同中方增加交往，为促
进两国友好合作作出贡献。

习近平会见巴拿马国民大会主席阿夫雷戈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12月3日电
（记者郑开君）当地时间12月3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巴拿马城同巴拿马总统
巴雷拉共同参观巴拿马运河新船闸。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新船
闸时，巴雷拉总统和夫人卡斯蒂略在
停车处迎接。

不远处，满载集装箱的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玫瑰轮”正在第一船闸停
靠等待过闸。该轮今年10月1日从

中国青岛起航，横跨太平洋，通过巴
拿马运河驶经大西洋抵达美国3个
港口，现正通过巴拿马运河返航。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负责人介绍“玫瑰轮”情况及中
远海运集团在巴拿马运营情况。

两国元首夫妇向“玫瑰轮”船员
挥手致意。船员们挥舞中巴两国国
旗，向两国元首夫妇问好。

习近平同“玫瑰轮”船长通话，询

问船上工作和生活条件，慰问全体船
员。习近平说，很高兴在巴拿马运河
同“玫瑰轮”的船长和船员们通话。
希望你们善用巴拿马运河，不断优化
物流运输，为促进国家航运事业和全
球贸易繁荣作出更大贡献。我很关
心在外远航的船员们，希望大家工作
生活顺利，高高兴兴起航、平平安安
回家。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玫瑰轮”的船长和船员们听到

习近平的亲切慰问和殷切嘱托十分
激动。他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对全体
船员的关心和问候，表示将牢记习近
平主席嘱托，以实际行动为中外经贸
往来贡献力量。

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船
闸控制塔，听取巴拿马运河管理运营
情况介绍。在控制室外平台上，两国
元首俯瞰新船闸和运河全景。巴雷
拉向习近平详细介绍运河的历史、现

状及未来发展规划。
两国元首来到控制室内，巴雷

拉请习近平点击控制电脑按钮，开
启船闸。随着船闸向两侧开启，

“玫瑰轮”缓缓通过船闸。控制室
内响起阵阵掌声。

巴拿马运河是连通太平洋和大
西洋的重要国际水道，1914年正式
开通。1999年，巴拿马收回运营主
权。2016年，运河扩建工程完工。

习近平和巴雷拉共同参观巴拿马运河新船闸

新华社巴拿马城 12 月 3 日电
（记者王卓伦）当地时间3日中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夫人、世界卫生组织
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
育特使彭丽媛应邀在巴拿马总统府
会见巴拿马总统夫人、联合国艾滋

病规划署拉美区特别亲善大使、巴
拿马全国幼儿综合护理理事会主席
卡斯蒂略，并共同出席艾滋病防治
公共宣传活动。

彭丽媛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艾滋病防治工作和对艾滋病患者的
关怀，为此付出巨大努力，取得重要

成绩。巴方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中国一贯重视
妇女儿童工作，着力提高妇女儿童健
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希望双方一
道，为推进中巴两国和世界妇女儿童
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卡斯蒂略赞赏和钦佩中国政府

在艾滋病防治和保护妇女儿童权
益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愿同中方
携手努力，推动上述领域合作取得
更多成果。

会见后，卡斯蒂略邀请彭丽媛一
同手持作为艾滋病“零歧视”运动标
识的彩色纸质蝴蝶合影，表达对全球

防艾抗艾事业的坚定支持。彭丽媛
对在场记者发表感言，为卡斯蒂略积
极投身艾滋病防治“点赞”，表示中巴
两国在消除艾滋病方面拥有共同愿
望，希望双方加强合作，一起“加油”，
为实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30
年终结艾滋病”愿景作出不懈努力。

彭丽媛会见巴拿马总统夫人并共同出席艾滋病防治公共宣传活动

当地时间12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拿马城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港珠澳大桥飞跨伶仃洋、横琴自贸试验片区
制度创新不断……位于珠三角西岸的珠海，在改
革开放的滚滚春潮中弘扬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
开拓进取、奋勇拼搏，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
新引擎和魅力之城。

1980年8月，珠海一块6.81平方公里的土地
成为“经济特区”。此时的珠海是一个相对落后的
边陲小镇，只有“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间工厂、
一家饭店”。

改革开放40年来，珠海已发展成为一座现代
化花园式海滨城市。当地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
2.09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2675.18亿元，年均增
长17.9％，人均GDP从579元提高到15.55万元。

“百万科技重奖”、城市建设“八个统一”、土地
管理“五个统一”、环境保护“八个不准”……珠海
特区的开创者们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胆略和

“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担当，在全国率先出台诸多
新政策，令改革创新硕果累累。

“我们买了奥迪车、买了房子，有的房子是三房
一厅，有些二房一厅，直接奖励给个人，甚至有的不
光奖励小车跟洋房，还有上百万元的现款。”珠海原
市委书记梁广大回忆起1992年的科学技术重奖大
会时说，这个大会在全国引起很大的轰动，也在国际
上产生影响，国内外很多带着项目的科技人员来珠
海创新创业，数以万计的人涌入珠海寻找新机会。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就
是其中之一。如今，格力不仅是我国首家营收破
千亿元的家电上市企业，也是世界舞台上中国制
造品牌的代表之一。此前，格力的前身海利，是一
家国企的二级子公司，经济效益堪忧，一二百号
人，一年卖两三千台空调。

“改革是特区的灵魂所在，创新是企业的永恒
话题。”董明珠告诉记者，“中国制造必须牢牢掌握核
心科技做引领型创新。珠海乃至广东都是改革开放
前沿，企业需要这样一种推崇探索与创新的氛围。”

近年来，以横琴新区开发和自贸区建设为龙
头的改革推动珠海发展实现新跨越。

3年前，横琴自贸试验片区挂牌成立，一场历
史性巨变迅速发生在这个方圆100多平方公里的
岛上。目前，岛上的企业突破5万家，科技企业超
过6800家，44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

创新是横琴之魂，坚持与港澳合作是横琴之
本。近年来，横琴自贸试验片区与港澳携手共进、
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目前，横琴自贸试验片区的
港澳企业近3000家，注册资本超过290亿美元。

“横琴借鉴港澳地区及世界先进经验，在制度
创新方面屡屡取得突破，近百项案例成为全国自
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和广东省自贸试验区制度
创新案例。”横琴新区党委书记牛敬表示，横琴着
力打造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营商环境，让更多企
业“涌进来”和“走出去”。

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红说，目前园区已注册企业94家，其中25家来自
澳门。在以医带药的模式下，他们已经将中成药拓
展到莫桑比克等葡语系国家，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今年10月，跨越伶仃洋的港珠澳大桥正式通
车。这座“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地合作共建的超
大型跨海交通工程，把港珠澳连为一体，三地人
流、车流、资金流、信息流愈发畅通。

今年61岁的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经理、中交
集团总工程师林鸣感慨地说，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
国家经济处于转型换挡、爬坡过坎期，我们更需要以
崇高的理想、脚踏实地的坚韧、舍我其谁的担当，发
扬港珠澳大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

重整行装再出发。在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粤港澳大湾区起步腾飞的新时期，珠海干部群众
正传承弘扬特区精神勇闯“无人区”，努力继续成
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实验区。

（新华社广州12月4日电 记者詹奕嘉 周强）

珠海：

敢闯敢试奋勇前行
特区精神再放光芒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前10月我国服务贸易总额
超4.3万亿元
规模再创新高

逆差14598.9亿元

进
口

出
口

今年1-10月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3022.4亿元

增速达到11.1%

14211.8亿元

增长14.3%
28810.6亿元

增长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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