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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 10日电 （记者
郑明达） 纪念中美建交 40 周年招待
会 10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
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并致辞。

王岐山说，40 年前，中美两国
领导人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以
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勇气，
作出中美建交的历史性决定，掀开了
中美关系新的一页。回望 40 年，中
美关系历经风雨，砥砺前行，取得当
年人们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不仅给
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也有力促进
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王岐山指出，近期习近平主席和
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通电话，并就
中美建交 40 周年互致贺信，积极评
价 40 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发展，
为双方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指明
方向。双方要始终牢记中美建交的初
衷，坚持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
更好造福两国、兼济天下；要相互尊
重，求同存异，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和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尊重彼此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通过对
话协商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要适应
新的现实，不断寻找和扩大利益交汇
点，深化和推进务实合作，让两国人
民有更多获得感；要秉持开放的胸
襟，顺应两国人民加强交流合作的愿
望，积极鼓励各界扩大交往，进一步
夯实中美关系民意和社会基础。

王岐山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无论国际风云
如何变幻，中国将坚定不移走自己
的路，踏踏实实办好自己的事，让
中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中国
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始终做世界

和 平 的 建 设 者 、 全 球 发 展 的 贡 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美国在内的
世界各国必将从中国的发展进步中
获得更大机遇和利益。

美国前总统卡特发来贺信指出，

新时期美中两国关系的建设者必须以
独特的视野、勇气和开创精神来应对
考验和机遇。美中两国应携手共创未
来，造福两国人民和全人类。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中美
各界人士300余人出席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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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家展位人气高

进入到图书订货会的场馆内，展
位布置各有特色。江西出版集团展区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的展位装饰得古色古香，中国广播影
视出版社门前戏曲韵味十足……各有
千秋的展位吸引了众多读者。

“我们今年推出了 120 年纪念版
的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是
有史以来最全面的名著合集，很多读
者都来问这套书的信息。”商务印书
馆营销中心副主任王永康说。

“除了纪念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
著系列，我还非常喜欢人民文学出版
社的《汪曾祺全集》。”来自中国人民
大学的王莉说，早在去年年底的时
候，她就关注到图书订货会的相关信
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除了纸质书，很多出版社也带来
了电子书、文创产品。新华互联电子
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周古说：

“我们带来了能与读者互动的机器人
以及各种文创产品，都受到了年轻读
者的欢迎。”

● 特色活动亮点多

“这些图片让我感到很亲切！”10
日中午，在展览中心1号馆观看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图片展的北京市民杨一清激动
地说。一张张精美的照片，勾起人们

的回忆，吸引了众多市民拍照留念。
本届订货会主题是：“迎七十年

国庆，展图书精品，促文化强国”。
除了图片展，主办方还在 1 号馆二
层安排了出版成果实物展和重点出

版物展。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秘
书长鲍黎钧说：“这些成果都是获得
过国家图书奖的作品，非常具有纪
念意义。”

今年的图书订货会还设有多种现

场活动，方便读者深入了解新书。其
中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新书见面会，
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中国美术出版
总社在中版书房活动区举办连环画
展，回顾中国连环画的辉煌历程。

● 全民阅读成趋势

82 岁的李立国一大早就来到了
展会现场。“我虽然年纪大了，也要
紧跟时代潮流。”李立国表示，他最
关注的是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讲话书籍，要在思想上和祖
国、和时代同步。

前来参展的观众中，不乏为孩子
寻找课外读物的家长们。特地从天津
赶来的李亚楠说：“虽然现在网上有
大量电子书，但长时间盯着阅读器会
对孩子的眼睛造成伤害，还是要多看
纸质书籍。”她最关心的是图书传递
的价值观和孩子的接受程度。

近年来，中国全民阅读发展态势
向好。2018 年全民阅读报告显示，
2018 年，近五成受访者年阅读量超
过 10 本，每天阅读半小时及以上的
受访者占比达到 80%，63%的受访者
认为阅读是生活中的必需品。

高速增长的读书需求推动了图书
出版业的发展，而今年的图书订货会
也为读者献上丰富多彩的阅读“珍
馐”。据介绍，本届图书订货会上共
有 718 家参展单位带来近 40 万种图
书，在3天的时间里为读者们带来一
场图书盛宴。

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开幕

点点墨香 图书盛宴
叶 子 张 萌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1月7
日至 9 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经
贸问题副部级磋商。双方积极落实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就共同关注的

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
深入、细致的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
为解决彼此关切问题奠定了基础。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商务部声明

中美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

▲ 1月10日，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并致辞。
新华社记者 张 领摄

1月9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军队专家
与媒体互动交流活动，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原副院长何雷和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介绍
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情况，并回答中外媒体
记者提问。

■ 通过相互交流和协商管控分歧

中美关系是这次活动中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
“中美两国关系总体向前发展，但是去年以来，中美
两国出现了一些分歧，中美两军关系也受到了影
响。”何雷表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不仅可以造福
两国人民，也将有力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繁荣。

何雷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非常重视和珍惜
中美关系，希望通过相互交流和友好协商，有效管
控分歧、解决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防止战略误判。”张
军社说，“某些人把中国作为最大的威胁、认为中国发
展是挑战美国国际地位，这个判断是极其错误的。”

张军社说，中美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
略互信。作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两军
关系健康发展，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 正确看待中国军队正常发展建设

海外基地建设、南海岛礁建设和航母发展等话
题，同样备受媒体关注。

“中国军队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何雷说。

何雷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
的建设使用，是为了更好履行在亚丁湾、索马里海
域护航以及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义务。至于南
海岛礁建设，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益，而且主要是
民用设施建设，建成以来为国际航行提供了更多公
共安全产品。

张军社说，各国应正确看待中国军队正常发展
建设，不应过度解读。无论是海外基地建设还是航
母建设，在世界上都早有先例。

“中国军队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地区
和世界和平，这一点始终未变。”张军社说，“随着
中国军队的发展，它必将为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
的公共安全产品。”

■ 维护各国依国际法在南海航行自由

在谈到南海问题时，张军社说，中国坚决维护
各国依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已经会同多
个国家建立合作机制，以保证南海航道的航行安全。

何雷说，某些国家放着宽阔的国际航道不走，
一定要绕道中国领海附近，甚至非法进入中国南
沙、西沙岛礁 12海里以内海域。这种做法，实际上
是打着“自由”的幌子炫耀武力，与南海地区趋稳态势
背道而驰，与地区国家寻求稳定的愿望背道而驰。

专家们表示，作为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国和最大
的南海沿岸国，中国比任何国家都重视南海的航行
自由和安全，希望有关国家多做有利地区和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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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的北京，天气虽然寒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
里却热闹非凡。1月10日至12日，由中国出版协会和中国
书刊发行业协会主管主办、北京盛会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承
办的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在这里举办。在这全国出版发行
界的盛会上，出版单位来了，民营书店来了，采购商们来
了，热心的读者们也来了。

▲ 1月10日，读者在图书订货会上参观选购图书。
刘宪国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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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杜绝拖欠农民工工
资行为，保障农民工合法
权益，广西壮族自治区开
发了全区性劳务实名制系
统——广西建筑农民工实
名制平台。企业须将农民
工实名制信息录入平台，
使用与平台联网的考勤设
备，并为农民工办理专属
工资卡“桂建通”，实行
银行代发工资，实现农民
工工资发放实时监管。

图为 1 月 10 日 ， 在
柳州市柳东新区中建三
局一建设工地，农民工
在展示刚刚办理好的专
属工资卡。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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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
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0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高度评价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中朝迎来建交70
周年之际、新年伊始对中国进行访问，
中方愿同朝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
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
在新的时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陆慷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
主席同金正恩委员长进行了深入友
好的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就中
朝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
意见，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还通
报了各自国内的形势。

他说，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好、巩固
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
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中朝关系在2018年掀开
了新的历史篇章。双方以实际行动
展示了中朝友谊的强大生命力，彰
显了中朝共同致力于推动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进程的坚定意志。

“中方愿同朝方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
动中朝关系在新的时期不断取得新
的发展，持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
决进程，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
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
积极贡献。”陆慷说。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高度评价金正恩访华

1月10日，中国邮政发行《拜年》特种邮票1套1枚，面值1.20元。邮
票主图为“欢欢”、“喜喜”，背景是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欢欢”和“喜喜”
身着藏族传统服饰，手捧象征吉祥的切玛，在藏民族聚居区向全国各族
人民拜年。图为《拜年》特种邮票小版票。 郝群英摄 （人民视觉）

2019年特种邮票《拜年》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