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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 16日电 （记者李伟红、
王迪、王远） 国家主席习近平 16日在钓鱼
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第二十次中国欧盟
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
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欧盟同为世界和平
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
作共赢的基础上，同欧方共同努力，推动中
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促
进双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福祉。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贯将欧盟视为一
支有利于国际格局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双方要牢牢把握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
确方向，继续推进和平、增长、改革、文
明四大伙伴关系建设。要积极推进中欧各
领域对话合作，加强政治对话，共同推动
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维护多边
主义，特别是维护和支持联合国的地位和
作用。要挖掘中欧经贸合作潜力，促进双
向投资，加强创新领域合作，丰富“一带
一路”框架下合作，包括探索行之有效的
三方合作。要探索中欧文明对话的新领域
新模式，扩大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要增进
相互了解，加强交流互鉴，尊重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夯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互信基础。中欧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市
场、两大文明，要坚定不移推动中欧关系
行稳致远，坚持平等相待、合作共赢，为

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方在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年份推
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宣布并开始实施了一
系列开放举措，未来还将向中国人民和
世界交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更
好成绩单。中国和欧盟都处在世界最大
经济体、贸易体之列，也都是多边贸易
体制受益者、维护者。双方应当顺应世
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加
强 战 略 沟 通 和 协 作 ， 携 手 维 护 多 边 主
义、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共同维
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完善全球治理、推进人类
和平与发展事业。

图斯克和容克表示，欧中全面战略伙
伴合作意义重大。欧盟感谢中国支持欧洲
一体化进程，愿同中国扩大各领域合作，
密切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协调。欧盟和中国
都致力于多边主义，都主张维护以规则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
国家间关系，通过多边协商完善多边贸易
体系。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7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

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第二十次中国欧
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习近平：共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

本报北京 7月 16日电 （记者李伟红、王远、王
迪） 国家主席习近平 16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

习近平欢迎阿祖莱总干事首次访华。习近平指
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相联。
人类文明是多元并存的。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我们一
方面坚持文化自信，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
业，提高文明素质，一方面秉持“世界大同”、和合共
生的传统理念，主张各国文化相互尊重，交流互鉴。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既要促进共同发展，也

要 促 进 民 心 相
通。中国愿为促
进世界文明对话
和人类发展进步
作出更大贡献。

习 近 平 强
调 ，联 合 国 教 科
文组织作为全球
最大的智力合作
组 织 ，可 以 为 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中 国 同 联 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
关系持续稳定发
展 ，这 有 利 于 世
界和平与繁荣。中
方重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坚定支
持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促进世界
发展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愿深化双
方合作，共同造福
世界各国人民，特

别是助力发展中国家教育、科技、文化事业进步。
阿祖莱表示，当今世界，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抬

头。国际社会应开放包容，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对话
交流，这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感谢中国的坚定支持，高度评价双方合作，赞赏中
方致力于多边主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中方理念高
度契合，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主张，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为世界和平、
安全与合作作出贡献。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阿祖莱

本报北京7月16日电（记者李伟红） 国家主席习近平
16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世界银行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我们
赞赏世界银行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近年来大力推
进增资和股权改革，提高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世界银行是维护多边主义和经济全
球化的重要力量。中方愿深化同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伙伴关
系，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推动全球减贫和可持
续发展，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尽管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不断有新的表
现，但各国利益交融、命
运与共、经济全球化不
可逆转，合作共赢是大
势所趋。中国的发展得
益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
自由化，同时也为全球
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
献。我们反对针对中国
的那些不实指责，将坚
定维护自身合理利益。
作为负责任大国和现行
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
献者，中国将坚定不移
支持完善多边贸易体
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致力于同
各方一道，做大合作的
蛋糕，实现互利共赢。我
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就是要在国际规则基础
上，通过共商共建共享，
促进国际发展合作。中
方愿加强同世界银行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
金墉表示，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世

界银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去年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重要
讲话，您提出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我完全
赞同并多次引用。在全球化时代，各国都不能闭关自守，都要
遵守规则。世界银行赞赏中方支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支
持世界银行增资和股权改革。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体现着远见卓识，极大地有助于国际发展合作和减贫事业。世
界银行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共同推
动全球减贫和发展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金墉

7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7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欧洲进
行访问。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本是美对
外政策重点，欧洲也期待与美加强各
领域沟通，但特朗普在访问期间公开
批评欧洲国家在贸易上“占美国便
宜”的言论却引起欧方忧虑。

事实上，欧盟早已对美国不满。
今年6月1日，美国不顾欧盟一再反
对，开始对其征收钢铝关税，欧盟随
后以报复性关税的方式进行反击。
对此，美国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
威胁将对在欧盟组装的汽车征收进
口关税。最近，美国还执意挑起对华
贸易摩擦。显然，美经贸政策已经被

“美国优先”原则严重误导，目空一
切地想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美挑起争端是以单边主义对抗
多边主义。美挥舞贸易大棒依据的
所谓“232 调查”和“301 调查”，都基

于美国国内法。表面看，“232 调查”
旨在判断进口的他国产品是否威胁
美国国家安全，“301调查”重在抵御
美国贸易权利遭到的侵犯，但实质
上，两者都是美国用于谋取利益的
单边主义贸易工具。自世贸组织成
立以来，美国发起两类调查的数量
明显下降。现今，美政府重启“232调
查”和“301 调查”，实为寻找借口在
贸易政策中对他国施压，对多边贸
易体制构成严重冲击。

美加征关税是以保护主义干扰
自由贸易。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如何促使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全
球化进程是各国努力的共同方向。
二十国集团（G20）等重要机制认
为，贸易和投资对世界经济增长发
挥着拉动作用，应致力于激活这两
大发展引擎，促进世界经济血脉流
通。G20杭州峰会制定的《二十国集
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旨在扭转当
前全球贸易疲软的态势，鼓励各国
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美国高
举保护主义大旗，明显与国际社会
的努力背道而驰。

美一意孤行是以贸易霸凌破坏

国际规则。中国、欧盟、加拿大等都
试图通过磋商与美管控分歧，然而
美国立场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甚至
背弃已有共识，执意挑起贸易摩擦。
美国在计算贸易逆差上有故意高估
行为。更严重的是，美国刻意回避导
致贸易逆差产生的多种原因，包括
美国内储蓄率过低、美元发挥着国
际主要储备货币职能、美国人为限
制高科技产品出口等因素。可见，美
国强调“贸易公平”意在推卸责任，
把罪名强加于人。这种做法严重违
背世贸组织精神，破坏了互惠原则

和国际规则。当前，受到美国贸易大
棒打击的各国都以各自方式进行回
击，希望借此警告美国悬崖勒马，最
终维护正常的世界贸易秩序。

美国多次强调要维护本国工人
利益。但问题在于，以“美国优先”扰
乱世界，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当前
美国经贸政策和行为低效且短视，
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回归
多边主义，支持自由贸易，维护国际
规则，才是大国所为，才是潮流所
向。美国想逆转潮流，可能吗？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美国想逆转潮流，可能吗？
■ 苏晓晖

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

年中经济观察
（第三版）

国家统计局 7 月 16 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
总值418961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同比增长6.8%。

如何把握当前宏观经济大
势？有起有落的最新数据代表
哪些变化？中美经贸摩擦对经
济走势有哪些影响？今年经济
发展的主要目标能否如期实
现？从今天起，本报第三版

“锐财经”专栏推出“年中经济
观察”系列报道，分析经济形
势，回应经济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