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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中美元首在布宜诺
斯艾利斯举行会晤，直面两国关系
面临的挑战，达成多项共识，为解
决中美间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规划，
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新契机。

第一，双方重申对两国关系重
要性的认识。习近平主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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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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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成为两国领导人
的共识，根据这样的共识来处理中
美关系，就会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
大好处，否则就会麻烦不断。两国
元首同意，中美关系一定要搞好，
也一定会搞好。这为今后一个时期
的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第二，双 方 同 意 以 协 调 、 合
作 、 稳 定 为 基 调 推 进 中 美 关 系。
习近平此次强调，合作是中美双方
最好的选择。特朗普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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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将适时再次进行互访。双方还
同意加强各领域对话与合作，增进
教育、人文交流。这表达了两国元
首共同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意
愿。作为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和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之间
的共同利益十分广泛，相互依存不
断加深的趋势难以逆转。那些主张
中美“脱钩”的声音，是以冷战思
维、零和游戏看待两国关系的，是
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不切实
际，而且是错误的。那些主张在台
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制
造麻烦的声音，也只会给中美关系
带来冲击，伤害的是中美共同利益。

第三，双方就停止相互加征新
的关税达成共识。这是两国元首会

晤最受瞩目的成果。美方挑起的贸
易战给两国经贸关系和世界经济发
展带来冲击，一再印证“贸易战没
有赢家”。双方同意暂停加征新的关
税，为双方通过磋商妥善解决存在
的分歧和问题提供了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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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共识是积极的、
建设性的，受到两国各界和国际社
会的广泛欢迎。此次中方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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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方明确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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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态度体现了中
国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上述三大原则共识意义重大，
不仅有利于阻止经贸摩擦的进一步
扩大，而且也为双方合作共赢开辟
新前景，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美
元首会晤再次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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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共赢的问题解决办法。当然，
中方对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曲折
性、复杂性一直是清醒的，一次会
晤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以自身发
展和战略定力为依托，中国将会沉
着、自信地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谋求最好的结果，也做好迎接各种
挑战的准备。

在中美即将迎来建交 40 周年之
际，双方应充分抓住两国元首成功
会晤的契机，共同努力，排除干
扰，积累互信，相向而行，以实际
行动向世人证明“四十而不惑”。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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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1日电 （记者汪晓东、裴广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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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还同意采取积极行动加强执法、禁毒合作，包括对
芬太尼类物质的管控。中方迄今采取的措施得到了包括美国
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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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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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向中外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联合声明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 12月 1日电 （记者韩
洁、王沛） 这是全球瞩目的焦点时刻——当地时间1
日晚，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会晤，就有关经贸问题达成共识，决定停止升级关
税等贸易限制措施。这无疑让全世界关心中美问题
的人暂时松了一口气，也让人们坚信：只要双方抱
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美关系正处在重要关头，此次会晤是自今年3月
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以来，两国元首继两次通话后
首次面对面沟通。双方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
措施，意味着双方将不再提高现有的加征关税税率，也

不再针对其他产品采取加征关税措施。这一积极信号
为下一阶段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注入动力。

解决中美经贸问题，心态最重要。从今年春天
到冬天，本轮中美经贸摩擦已持续8个多月，其间达
成共识又遭美方撕毁，尤其近期美方发出的不同声
音，引发外界对中美经贸合作前景的担忧。此次中
美双方选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会晤，积极的心
态让外界看到了尽早解决问题的曙光。

解决中美经贸问题，关键看行动。从太平洋到
大西洋，历经前期三次磋商，中美双方在过招中对
彼此更熟悉，也积累了更多经验。中方在应对分歧
中以守为攻、以静制动，在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底线的基础上适时出台反制措
施，同时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种从容淡定的

应对智慧赢得国际社会认可。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问题本身并不可

怕，关键是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此次会晤
踩下了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的“刹车”，但考虑
到中美经济的体量和关系的复杂性，要想实质性解
决问题注定任重道远。中美双方要珍视这来之不易
的重要一步，以更从容淡定理性的心态积极应对。
当前两国经贸团队要落实好两国元首指示，立即着
手解决彼此关切问题，加紧磋商，达成协议，取消
今年以来加征的关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
正常轨道，实现双赢。

对中国而言，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幻，关键还
要按照既定节奏办好自己的事情，以不变应万变。
中方不断释放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扩大进口
信号，回应了美方部分贸易关切，更多则为了满足
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促进高质量经
济发展，并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红利。

登高望远天地阔，纵横捭阖自从容。“中美作为
两个大国，都有重要影响，在促进世界和平和繁荣
方面共同肩负着重要责任，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
择。”透过习近平主席在会晤开场白的话，我们相
信，站在中美建交即将 40周年的历史关口，只要双
方共同努力，排除干扰，积累互信，相向而行，就
有足够的智慧和时间妥处分歧，推动新时期的中美
经贸合作破浪前行。

只要有诚意
中美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2日电 （记者管克江、杜尚
泽） 当地时间12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接受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授予的“解放者圣马丁大项链级勋章”。

授勋仪式在总统官邸举行。司仪宣读《行政令》后，马
克里向习近平授予“解放者圣马丁大项链级勋章”。这枚勋
章以阿根廷国父圣马丁命名，是阿根廷政府授予外国公民的
最高荣誉，由国家元首亲自颁授。

马克里在致辞中赞扬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取得的巨大发

展成就，高度评价阿中关系以及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马克里总统授予我“解放者圣马
丁大项链级勋章”，我感到十分荣幸。这枚勋章象征着阿根
廷人民追求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承载着阿根廷对中国人民
的深情厚谊。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所有为中阿
友谊耕耘付出的友好人士。我将永远珍藏这份美好情谊。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接受阿根廷“解放
者圣马丁大项链级勋章”

一、应阿根廷共和国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邀请，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2018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
进行国事访问。

二、习近平主席向马克里总统祝贺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成功举办，赞赏阿根廷作为主席
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为此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三、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举行了热情友好和富有成
果的会谈，就双边关系、全球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
意见，一致认为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中阿同意
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为中阿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决定加强双边关系各领域交
流与合作，实现两国共同发展。

四、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元首自 2016年以来五次会晤
取得的积极成果，一致认为两国元首密切交往是双边关
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标志。两国领导人将继续及时就双
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五、中方坚定支持阿方为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稳定所
作努力，阿方对此表示感谢。双方将继续深化包括本币
互换在内的财政和金融领域合作，扩大在双边贸易和投资
中使用本币结算，鼓励两国更多金融机构到对方国家设立
分支机构，为双方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

六、双方一致同意保持政府、立法机关、政党、地

方等各层级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巩固两国关系发展的
基础。双方祝贺于 2018年 11月 8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
行的中阿议会政治对话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取得成果。

七、双方重申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相
互坚定支持。阿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重申支
持阿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主权要求，以及根据
联合国相关决议，通过重启对话谈判，寻求和平解决争
端的立场。

八、双方积极评价两国政府间常设委员会、经济合作
和协调战略对话在统筹推动双边合作方面发挥的重要作
用，认为此次签署的中阿政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3）
是指导未来5年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的行动纲领。

九、双方回顾了马克里总统 2017 年 5 月出席“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关情况并一致认为，“一带一
路”倡议将为中阿合作注入动力，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可扩展至“一带一路”倡议。双方同意推动两国企业
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相关项目合作。

十、阿方祝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行，
中方感谢阿方的积极参与，欢迎阿方通过博览会这一平
台积极推介本国优质特色产品。

十一、双方将加强质检合作，拓展电子商务合作和
贸易便利化安排，共同致力于推动双边贸易均衡增长。

十二、双方对中国企业成功参与阿根廷交通基础设

施领域的项目表示满意，肯定有关领域合作进展。
同时，双方一致同意，继续落实好水电、铁路、公

路等现有重大合作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核能、油
气、清洁能源、农业、矿业、旅游、制造业等领域合作。

十三、双方将继续在文化、教育、旅游、环保、科
技、媒体、体育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中方将向阿方提
供奖学金名额，双方将共同努力促进中阿双向留学，不
断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双方将进一步寻求推
进便利签证手续，促进双方人员往来。

十四、双方积极评价访问期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化和旅游部与阿根廷共和国教育、文化、科技部
2019－2023年文化合作执行计划。

十五、双方可探讨举办文化年事宜。
十六、双方将深化中国－阿根廷食品科学技术中心

合作，开展联合研究和科研人员交流培训。
十七、双方同意在 2017 年 5月 25 日签署的南极合作

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下，开展南极科学和后勤等方面交流
与合作。

十八、双方将加强外交人员培训领域交流与合作。
十九、双方将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

织、七十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框架内，就全
球治理、安理会改革、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应
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持续对话，捍卫多边主义和多边

贸易体制，应对全球性挑战。
双方一致认为，应通过改革增强联合国安理会的作

用和责任，使之更有效率和透明，通过充分、民主协商，
凝聚共识，不强行推动各方尚存巨大分歧的改革方案。

二十、中方支持阿方于 2019 年 3 月在布宜诺斯艾利
斯举行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双方将继续
加强南南合作，并推动三方合作取得进展，为可持续发
展和多边主义作出贡献。

双方将推动开展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城
市等领域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二十一、中方积极评价阿方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赞赏阿方为推动地区一体化和拓展地区国家同
域外合作所作努力。阿方愿推动南方共同市场同中国开
展对话。双方强调了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所达成
的共识和成果，以及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

二十二、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政治、经贸、农
业、动植物检验检疫、环境、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文
件。两国元首对此表示满意。

二十三、习近平主席对马克里总统及阿根廷政府和
人民在访问期间给予的热情友好接待表示衷心感谢。

2018年12月2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2日电）

当地时间 12月 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授予的“解放者圣马丁大项链
级勋章”。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