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NEWS2018年12月3日 星期一
统筹：胡田野 编辑：王梓 美编：杨卫萍 校对：亚丽A02

新华社电 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12
月 1日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峰
会宣言，就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等问题达成共识。

为期两天的G20领导人第
十三次峰会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
宜诺斯艾利斯闭幕，峰会通过了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
利斯峰会宣言》，就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世贸组织改革、应对气

候变化等问题达成共识。
宣言还承认，在全球经济

强劲增长的同时，各国增长欠
缺均衡，下行风险犹存。宣言
关注贸易问题，并重申运用所
有政策工具以实现强劲、可持
续、均衡和包容性增长，通过对
话和行动增强信心、抵御风险。

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以“为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凝聚
共识”为主题，主要讨论世界经

济、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可
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和气候变
化等议题。

今年是二十国集团（G20）
领导人峰会10周年。G20成立
于 1999年。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后，G20开始举行领导人
峰会，并于当年11月15日在华
盛顿举行了首次峰会。

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将于2019年在日本大阪举行。

当地时间12月1日晚，国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应 邀 同 美 国 总统
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
晚餐并举行会晤，就中美关系发
展、经贸问题等达成重要共识。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处
于重要关头的一次关键会晤，为
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作
出了规划，指明了方向。

元首外交发挥重要引领

这次会晤是中美两国元首
自去年 11 月北京会晤以来的再
次聚会，也是今年 3 月双边经贸
摩擦不断升级以来，两国元首继
两次通话后的首次面对面沟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阮宗泽表示，这次会晤凸
显了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发展
中的重要战略引领作用，向外界
释放了积极信号，表明中美双方
重视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有解决
问题的诚意，是对中美关系的

“再确认”。
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在互

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
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
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
系。两国元首还将通过访问、会
晤、通话、通信等方式保持密切交
往，并适时再次进行互访。

阮 宗 泽 表 示 ，“ 推 进 以 协
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
系”这一新提法表明，今后一个
时期，中美双方会重回协调沟
通、通过建设性对话管控分歧
的轨道，而这也是中美近四十
年 交 往 积 累 的 重 要 经 验 。 同
时，这一提法强调“稳定”也表
明双方合作要有延续性，避免
反复或单方面行动。

“可以预料，今后一段时间，
中美之间会增加交往的频率和
方式，更好地发挥元首外交的引

领作用。”阮宗泽说。

有效阻止了经贸摩擦的
进一步扩大

会晤期间，两国元首就经贸
问题进行了“积极、富有成果”的
讨论，并达成共识，停止升级关
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包括不再提
高现有针对对方的关税税率，及
不对其他商品出台新的加征关
税措施。

专家认为，这一结果对中美双
方都有利，相当于给目前的经贸摩
擦“摁下了一个暂停键”，有效阻止
了经贸摩擦的进一步扩大，为双方
合作共赢开辟了新的前景，而且有
利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和人民
的福祉，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
长，符合各国利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研究员陈凤英认为，这是双方共
同努力的结果。此次会晤也提
出双方要利用好这一窗口期，协
商解决彼此间分歧，拿出双方都
可以接受的方案，避免贸易摩擦
再度扩大或者重燃战火。

推动中美关系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再过不到一个月，中美即将
迎来建交四十周年。受访专家
表示，四十年的风风雨雨、跌宕
起伏无数次证明，中美合作才能
双赢。越是在遇到问题、受到干
扰的时候，双方就越要坚定不移
地沿着合作的方向往前迈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
究所所长滕建群认为，大国间难免
出现矛盾，不能指望一次元首会晤
就解决根本问题，但只要双方能够
对话协商，展现诚意，就不会对两
国关系和彼此发展造成太大障
碍。这次会晤也为未来两国妥处
分歧奠定了基础。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 12月
1日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中
外记者会，介绍刚刚结束的中
美元首会晤情况。

王毅说，12月1日晚，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
晚餐并举行会晤。这次会晤是
中美两国元首自去年11月北京
会晤以来的再次聚会。两国元首
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进行了两个
半小时的深入交流，远远超出了
预定时间。这次会晤十分成功，
达成了重要共识，为今后一个时
期的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在会
晤中指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在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方面共
同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大，合
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两国元
首同意，中美关系一定要搞好，
也一定会搞好。双方同意推进
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
美关系。两国元首将通过访
问、会晤、通话、通信等方式保
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中美关

系的发展方向。双方将适时再
次进行互访。双方愿共同努
力，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
取得更多的成果。

王毅说，双方就经贸问题
进行的讨论十分积极，富有建
设性。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
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双方就
如何妥善解决存在的分歧和问
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方案。
中方愿意根据国内市场和人民
的需要扩大进口，包括从美国
购买适销对路的商品，逐步缓
解贸易不平衡问题。双方同意
相互开放市场，在中国推进新
一轮改革开放进程中使美方的
合理关切得到逐步解决。双方
工作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达成
的原则共识，朝着取消所有加
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尽早
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

双方都认为上述原则共识
意义重大，不仅有效阻止了经贸
摩擦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为双方
合作共赢开辟了新的前景；不仅
有利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和
人民的福祉，而且有利于世界经

济的稳定增长，符合各国利益。
事实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
大于分歧，合作的需要大于摩
擦。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精
神，照顾彼此关切，以平等的态
度认真对话，就可以找到合作共
赢的解决问题办法。

王毅表示，中方重申了在台
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美方表示
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
就朝鲜半岛问题交换了意见，中
方支持美朝领导人再次会晤，希
望美朝双方相向而行，照顾彼此
合理关切，并行推进半岛完全无
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美方
赞赏中方发挥的积极作用，希望
同中方就此保持沟通与协调。

王毅最后指出，通过这次
重要会晤，两国元首为妥善解
决中美间存在的问题、推动中
美关系发展作出了规划，指明
了方向。我们双方将按照两国
元首确定的原则和方向采取积
极行动，相向而行，相互尊重，
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
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更多、
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

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 12月 1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
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两国元首
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就中美关
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同
意，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
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
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
的中美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美在促进世
界和平和繁荣方面共同肩负着
重要责任。一个良好的中美关
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
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合作是
中美双方最好的选择。双方要

把握好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
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
展，更多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
世界各国人民。

特朗普赞同习近平对两国关
系的评价。特朗普表示，美中关
系十分特殊、重要，我们两国都是
有重要世界影响的国家，双方保
持良好合作关系对两国和世界
有利。美方愿同中方通过协商
增进两国合作，并就双方存在的
问题积极探讨对双方都有利的
解决办法。

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各
种方式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
中美关系发展方向。双方将适
时再次进行互访。双方同意加

强各领域对话与合作，增进教
育、人文交流。特朗普表示，美
方欢迎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
双方同意采取积极行动加强执
法、禁毒等合作，包括对芬太尼
类物质的管控。中方迄今采取
的措施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
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中方决定
对芬太尼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
并启动有关法规的调整工作。

关于经贸问题，习近平强调，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
经贸往来十分密切，相互依赖。
双方在经贸领域存在一些分歧是
完全正常的，关键是要本着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妥善管控，
并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

法。两国元首对中美经贸问题进
行了积极、富有成果的讨论。两
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
关税，并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紧
磋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
方向，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
议。中方表示，愿意根据中国新
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国内市
场和人民的需要，开放市场，扩大
进口，推动缓解中美经贸领域相
关问题。双方达成互利双赢的具
体协议是中方对美方采取相关积
极行动的基础和前提。双方应共
同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尽快
回到正常轨道，实现合作共赢。

习近平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台
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美方表

示，美国政府继续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等重
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中
方支持美朝领导人再次会晤，希
望美朝双方相向而行，照顾彼此
的合理关切，并行推进半岛完全
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美
方赞赏中方发挥的积极作用，希
望同中方就此保持沟通与协调。

两国元首一致认为，这次会
晤非常成功。双方同意继续保持
密切联系。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
何立峰，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多位美国政府
高级官员出席。

王毅向中外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

为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

中美停止加征新的关税
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具体协议

G20峰会闭幕，通过《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宣言》

呼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经贸摩擦“摁下暂停键”
——解读中美元首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