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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至7日在美国
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
普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
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泛深入
交换了意见。

这是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元
首的首次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
注。海外专家普遍认为，此次会晤是积
极和富有成果的，“沟通”“合作”“管控
分歧”是备受关注的三个关键词。

关键词一：沟通
中美两国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大国，两国在政治体制、文化传统、行
为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一些具体
问题上的政策目标、国家利益也不相
同。这种情况如果造成两国间的误解
和分歧，且一旦引发对抗和冲突，不仅
会对两国造成伤害，也将对世界造成
重大影响。

专家认为，为避免发生这样的情
形，双方需要加强沟通。沟通是实现合
作和管控分歧的基础。

此次习主席美国之行是一次沟通
之旅。两国元首在两天时间里进行了
超过7个小时的深入交流，相互介绍了
各自治国理念和正在推进的内外政策
议程。

习主席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长
时间深入沟通，加深了彼此了解，增进

了相互信任，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建
立起良好工作关系。特朗普也表示，
他与习主席谈得很好，建立了非凡的
友谊。

从两位元首的表态看，双方的沟通
显然是成功的。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所
长哈立德·拉赫曼说，特朗普在会晤中
表示，他和习主席建立了友谊，并将建
立长期的重要关系。“我认为这对双方
携手解决双边、地区以及国际问题将是
一个积极征兆。”

同时，两国元首就今后双方如何保
持多层级的有效沟通也作出了部署。
应习主席邀请，特朗普将于今年年内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通
过会晤、通话、通信等方式继续保持密
切联系。双方还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
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
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
制。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研
室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认为，此次
会晤为中美关系创造了一个积极的新
开端。两国领导人都表现出愿意对话
的姿态，这是双方交流立场进而达成共
识的良好基础。

埃及赫勒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
任亚西尔·贾德说，两位领导人通过面
对面的对话了解了彼此的核心利益与
战略意图，标志着中美关系“令人期待
的新开始”。

关键词二：合作
从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看，双方在

多个领域达成了合作意向。双方表示，
愿加强两军交往，深化执法司法、网络
安全、追逃追赃、非法移民、卫生等领域
的合作。双方还同意采取更多实际举
措，进一步拓展中美人文交往，扩大两
国人民往来，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
基础。

除上述具体领域的合作意向外，两
国元首还强调了双方合作的重要性。习
主席指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
选择，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
伴。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
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
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

拉赫曼认为，特朗普政府已经认识
到，与中国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
对抗对哪一方都不利。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阿尔马
纳塔·纳西尔指出，中美达成的合作成
果是积极的，不仅有利两国，也将对全
球作出贡献。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学者帕特里克·
马卢基说，两国领导人都表示此次会晤
取得重要、丰硕的成果，双方将继续加
强经贸、军事安全、人文等各领域合作，
这将有力地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关键词三：管控分歧
一次会晤显然不可能解决中美之

间的所有问题。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
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成为

双方的共识。
习主席强调，中美两国存在分歧是

正常的，关键是要妥善处理敏感问题，
建设性管控分歧。特朗普也表示，美方
将同中方开展合作，努力消除影响两国
关系的因素和问题，使美中关系实现更
大发展。

作为中美之间存在分歧的两大焦
点问题，贸易摩擦和朝核问题备受关
注。两国元首在会晤中就这两个问题
进行了讨论。关于贸易摩擦，双方同
意将在贸易投资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同时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以取得互利
互惠的成果。关于朝核问题，双方确
认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
同意就朝鲜半岛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与
协调。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
心主任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指出，中
美元首会晤对于稳定全球局势具有重
大意义，习主席在会晤中提出的以建设
性方式处理分歧符合全球发展的趋势，
也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

拉赫曼认为，中美双方虽有分歧，
但在多个领域开展了合作，并成功维持
了双边关系，这是非常成熟的做法。这
次元首会晤将确保这一关系得以继续
下去。

（执笔记者 刘赞 孙萍 参与记
者 李文清 张继业 季伟 梁辉
郑世波 郑凯伦 郑江华 金正）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沟通 合作 管控分歧
——国际社会聚焦中美元首会晤三个关键词

□新华社记者 王乃水

纽约曼哈顿岛东北部，一座弧度
优美的钢结构拱桥横跨哈勒姆河，连
接纽约市曼哈顿和布朗克斯两区。在
这座名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繁忙
大桥上，每天有约三十万辆汽车往来
通行。

这座由中国公司负责改造的大
桥，位于美国东北部最繁忙的两条高
速公路大动脉 I－95和 I－87的交会
处。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中国建
筑美国有限公司（中建美国）成功将桥
面由双向八车道拓宽至双向十车道，
并对已有钢结构桥面进行拆换。

“中建不仅可以在中美两地修建
高质量的道路桥梁，也愿意通过自身
的投资经营在基建领域架起中美两国
经贸合作的沟通桥梁，”曾任美国中国
总商会会长的中建美国有限公司总裁
袁宁对新华社记者说。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大桥项目见证
了中国公司在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的崛起。这项大桥改造工程拿下了中
美建筑领域的至高奖项：中国土木工程
学会颁发的詹天佑奖和美国土木工程
协会颁发的施工成就暨年度项目奖。

2000年至今，中建美国已由当时
只有12名员工、年营业额不足1000万
美元的小企业，发展为2016年雇佣员
工约2000人（98％为当地员工）、营业

额近20亿美元的当地知名建筑企业。
2016年，中建美国在美国桥梁承包商
排名中已跻身全美前十。

走进袁宁位于美国新泽西州泽西
市的中建美国总部办公室，记者发现
一张他和特朗普在大选前的合影。袁
宁说：“鉴于中美经济之间的互补和融
合，中美经贸继续深化合作的大方向
不会改变。”

在美国工作多年的袁宁至今已经
历了5次美国大选。他说：“这些年中
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尤其是每次
大选前后。但总体来看，不冲突不对
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主旋律从未
改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中美经贸关系相互依存。袁宁表示，
希望两国政府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为两国企业营造良好商业发展环境，
两国企业也应尊重和理解彼此市场的
差异，积极主动开拓和适应对方市场。

采访即将结束时，下了一天雨的
纽约终于放晴。隔着哈德孙河，曼哈
顿岛上的世贸一号楼清晰可见。

袁宁感慨地说：“2001 年‘9·11’
事件发生时，我就在一河之隔的新泽
西新港地铁站，中建美国位于世贸双
子楼的办公室被夷为平地。当时我们
也曾犹豫过是否要坚守美国市场，现
在看来，正是有了当时迎难而上的坚
持，才有了中建美国今天的成绩。”

（新华社纽约4月9日电）

中国公司在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崛起

在法华侨华人公祭一战牺牲华工
4月9日，在法国北方滨海努瓦耶勒市郊的诺莱特华工墓园，努瓦耶勒市长让-路易·德马雷（前左）向一战牺牲华工敬献鲜

花。 新华社记者 韩冰 摄

波兰纪念斯摩棱斯克空难7周年
4月 10日，在波兰华沙军人公墓，波兰士兵在斯摩棱斯克空难遇难者墓地列

队。10日，波兰政府举行活动，纪念斯摩棱斯克空难事故7周年。 新华社发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4 月 9 日电
瑞典警方9日确认，首都斯德哥尔摩卡
车袭击事件主要嫌疑人为一名来自乌
兹别克斯坦并被拒绝居留申请的男
子。

瑞通社当天援引瑞典警方消息报

道说，警方“已经非常确信”目前被拘
押的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 39岁男子
是 7日卡车袭击事件的主要嫌疑人。
警方透露，该男子此前曾在网上表达
过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同情，并
在被瑞典拒绝居留申请后“消失”。

瑞典警方确认
卡车袭击事件主要嫌疑人身份

新华社奥斯陆4月9日电 挪威
警察安全局9日宣布，将全国安全威
胁等级从第3级提高至第4级。挪威
警察安全局局长比约恩兰说，鉴于新
的形势，包括发生在法国、德国、英
国、俄罗斯和瑞典的一系列袭击事件

及其可能在挪威产生的影响，警察安
全局决定从即日起提升全国安全威
胁等级至第 4 级，期限暂定为两个
月。挪威安全威胁等级最高为第 5
级，第4级是指“较有可能”存在安全
威胁。

挪威提高全国安全威胁等级

意大利国际葡萄酒展举办精品酒拍卖会
这是4月9日拍摄的意大利维罗纳精品酒拍卖会现场。意大利评酒协会9日在

意北方城市维罗纳举办拍卖会，97项意大利精品酒拍品亮相，拍卖价从数百至数千欧
元不等。该活动是第51届意大利国际葡萄酒展的一部分。 新华社记者 金宇 摄

埃及亚历山大举行教堂爆炸袭击遇难者葬礼
4月10日，在埃及城市亚历山大，遇难者家属在葬礼上哭泣。10日，埃及亚历

山大教堂爆炸袭击事件遇难者葬礼在亚历山大举行。埃及北部城市坦塔和亚历山
大4月9日分别发生针对教堂的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44人死亡、100余人受伤。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这两起爆炸袭击。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新 华 社 瓦 莱 塔 4 月 10 日 电
（记者 袁韵）“四手联弹——庆祝中
马建交45周年钢琴音乐会”9日在马
耳他韦尔达拉宫举行，中国钢琴家李
晨曦与马耳他女钢琴家夏琳·法鲁吉
亚合作为观众献上高水准演出。

两位钢琴家先后登台演奏了一
些经典曲目。当《茉莉花》优美清新
的旋律在具有 400 多年历史的韦尔
达拉宫响起时，观众们深深陶醉，有
的闭上眼睛静静欣赏。

随后，两人四手联弹了《丝绸之

路》和《马耳他速写》两首曲目。两位
钢琴家精湛的弹奏技巧和默契的配
合增强了演奏的感染力，动人的音符
在两人指尖跳跃、流淌。演奏赢得观
众热烈掌声，将音乐会推向高潮。

“四手联弹充分体现了合作精
神，我们今天配合得非常好，就像两
个国家的友谊一样，”李晨曦在音乐
会结束后对记者说。

此次音乐会由中国驻马耳他大
使馆主办、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承
办。

庆祝中马建交45周年钢琴音乐会
在马耳他举行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 4月 9日电
（记者 易爱军）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
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集运）9日在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西北欧－地中海区
域航线首航仪式，这标志着中国航运
公司首次在该区域提供直达服务。

据介绍，新航线将使中远海运集
运在西北欧和地中海区域内的自有支
线连线成网，其中包括公司投资的伊
斯坦布尔昆波特码头、希腊比雷埃夫
斯港和比利时安特卫普港。新航线将
全面连通西北欧主要港口与亚德里亚
海、黑海、地中海东部各港口，并通过
意大利萨莱诺港提供地中海出口至美
国的新路径。

中远海运（欧洲）有限公司副总裁
田东在首航仪式上表示，新航线的开
通对中远海运集运而言是一个“里程
碑”。他介绍说，过去两年，公司的欧
洲区域贸易业务量每年增长70％，目
前在西北欧和地中海区域总共提供
12条区域航线服务。

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商务领
事黄松峰指出，新航线的开通将进一
步为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创
造更好条件，同时也有利于发挥伊斯
坦布尔和土耳其区域辐射的优势。

中国航运企业开通
西北欧—地中海新航线

□新华社记者 杨梅菊 黄海敏

在招商局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
（CICT）公司操作部总经理助理尤里·卡
南加拉眼中，面前忙碌的斯里兰卡科伦
坡港口是最美的景象：浩瀚的印度洋上，
巨轮来来往往，集装箱拖车奔忙穿梭，岸
吊耸立起落，彩色的集装箱层层叠叠
……

这幅情景总是能给予卡南加拉十足
的满足感和职业自豪感，“CICT公司拥
有先进的码头设备、领先的操作技术、完
善的人才培训机制，是一个高平台的中
斯合资企业”。他说，作为公司的一员，
看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感觉自己正在

和公司共同成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科伦

坡南港码头项目的国际招标遇冷，而中
国招商局国际凭借国际化的视野果断出
手拿到了经营权。次年招商局国际和斯
里兰卡港务局一起组建 CICT 公司，
2014年项目提前竣工并投入运营后，带
动科伦坡港当年实现吞吐量增长14％，
在全球30大集装箱码头中增速高居榜
首。2015 年 CICT 吞吐量增长 7％，
2016年更是突破200万标准箱量，直接
推动整个科伦坡港的吞吐量增幅达
11％。春华秋实，数载发展，CICT成为
中国企业在斯投资的成功标杆和案例。

据统计，合同期内CICT为当地创造
的直接税收高达18亿美元。CICT公司

首席执行官任锐告诉记者，中国企业“走
出去”及“一带一路”倡议为项目和企业带
来巨大机遇。目前，招商局集团全球网络
分布于18个国家，共48个港口，这些港
口大多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带来经
济效益的同时，CICT公司还注重培养当
地人才。一方面通过与当地培训机构合
作，以公司为平台支持提供就业和上岗
培训；另一方面定期组织员工赴深圳母
港培训学习。

卡南加拉对此感受颇深。他说，自
己曾几次被选派到中国接受培训。在华
期间，中国朋友倾囊相授了许多操作技
术，使他受用终身。在中国，卡南加拉才
第一次真正地操作桥吊，学习到专业知

识，接触到先进操作系统。回到斯里兰
卡后，他成为了经验丰富的桥吊司机。
而同期前往中国的学员现在也都成长为
公司的中流砥柱。据统计，港口建设和
经营期间可创造高达万余人的直接就业
机会。

此外，CICT公司还一直投身慈善，
回馈当地社会：捐助“光明行”活动、赞助
斯里兰卡轮椅网球项目、科伦坡儿童医院
慈善捐助、斯里兰卡水灾赈灾捐助……
企业积极融入当地，与社会共同成长。

任锐表示，CICT公司将抓住“一带
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并通过科伦
坡港的发展，实现“斯里兰卡成为区域航
运、航空、商业、能源和知识中心”的腾
飞。 （新华社科伦坡4月10日电）

抓住“一带一路”机遇 打造中企海外标杆
——招商局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成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