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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1日
电 （记者 霍小光 骆珺 黄尹甲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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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举行会晤

当地时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举行会晤。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2日
电 （记者 陈贽 霍小光 王海清）
当地时间12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以更加
广阔视野谋划两国关系发展蓝图，携手
开创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习近平指出，2年多来，我同总统先
生5次会晤，创造了中阿关系史上的新
纪录。中阿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
有。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面对新
形势、新挑战，双方要在相互尊重、平等
互利、合作共赢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
野来规划双边关系，做深做实各领域合
作，开创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
代，为两国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
新贡献。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继续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坚定不移
支持对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今年
以来，阿根廷经济金融形势出现波动。
中方以实际行动支持阿方维护本国金
融稳定的努力，对阿根廷发展前景充满
信心，对中阿合作充满期待。双方要以
未来5年两国政府共同行动计划为纲
领，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沟通
和合作，对接两国发展规划，统筹推进
各层次各领域交流合作。中方愿扩大
进口阿根廷优质产品和服务，促进双边
贸易便利化。中方支持阿方能源多元
化战略，愿同阿方执行好能源领域“旗
舰”项目。中方愿积极参与阿方基础设
施建设、民生等项目，促进阿根廷和南
美地区互联互通。要深化投融资和本
币互换合作，支持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
体系，共同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
家在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
代表性。要推进青年交流，加强文化、
教育、旅游、体育等领域合作，增进两国
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习近平指出，中阿同为具有重要影
响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应该

共同支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世界
经济。中方愿同阿方加强在多边机制
中的协调和配合，深化南南合作，让经
济全球化成果惠及更多发展中国家，携
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当前，受外部因素影
响，拉美地区形势也在发生深刻复杂变
化，挑战增多。作为拉美人民真诚的朋
友和伙伴，中方相信拉美各国有智慧、
有能力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和平稳定和
发展振兴。我们对拉美发展前景充满
信心，将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原则，
同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朋友一道，建
设新时代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
的中拉关系，积极参与中拉论坛建设和

“一带一路”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中拉命
运共同体。

习近平祝贺刚刚闭幕的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峰会取得积极成果并通过领
导人宣言，向世界发出正确、积极、安
定人心的信息，赞赏阿方发挥了重要
协调作用。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在
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召开，受到国
际社会高度关注。主要大国领导人坐
在一起，就重大国际问题达成共识，通
过领导人宣言，具有重要意义。这次
会议的成功，是坚持多边主义的胜利，
有利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也有利于为国际市场注
入信心和活力。

马克里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访问阿根廷，感谢中国长期以来给予的
帮助和支持。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之际，阿根廷祝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
减贫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国已
经成为世界经济主要引擎，中国的发展
和中国梦的实现对阿根廷和拉美的发
展影响重大，对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
意义深远。阿方坚定致力于深化同中
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一带一
路”框架内合作。近年来，阿中互信增
强，各领域交往频繁，两国合作进入互

利共赢新阶段。阿方成功参加了中国
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愿进一步开拓中
国市场。阿方希望以这次双方签署未
来 5年共同行动计划为契机，拓展农
业、金融、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
增进在旅游、体育等人文领域交流。阿
方欢迎中方企业扩大对阿根廷投资。

马克里说，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
对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给予的有力支持，这对峰会取得成功至
关重要。阿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在
多边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与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共同行
动计划（2019－2023）》以及多项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
根廷共和国联合声明》。

会谈前，马克里在总统官邸荣誉广
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春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风和日丽，
蓝楹花开，欢迎习近平的到来。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马队护卫
下前往总统官邸，礼兵在林荫大道两侧
列队接受检阅。抵达荣誉广场时，军乐
团奏响欢快的进行曲。马克里和夫人
阿瓦达上前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
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国、阿根廷两
国国歌。

习近平在马克里陪同下向圣马丁
雕像献花环。

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马克里
来到总统官邸办公楼外草坪。两国元
首轻松交谈，马克里向习近平介绍马球
运动，并赠送一顶中国国旗图案的马球
帽和一副马球球杆。习近平手握球杆
挥动击球，马克里微笑称赞。习近平向
马克里赠送中国刺绣作品《唐女马球
图》。两国元首就开展体育交流，增进
民间友好交换了意见。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
举行会谈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2日
电 （记者 骆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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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2日
电 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美国
前总统乔治·布什逝世向美国总统特朗
普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乔治·布什
前总统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其家庭

全体成员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乔治·布什

前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40多年来
见证并推动中美关系取得历史性发展，
为两国人民友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
献。中国人民对此不会忘记。

习近平强调，长期以来，在两国领
导人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
不断前行，为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带
来了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愿同
总统先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沿着
正确轨道继续向前发展。

习近平就乔治·布什逝世
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唁电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杨帆）
日前，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自治区
财政厅通过财政部国债发行招投标系
统，以公开招标方式成功发行了2018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债券 31.0408 亿
元。

其中，发行一般债券26.3921亿元，
发行期限为2年期，发行利率3.11%；发

行普通专项债券4.6487亿元，发行期限
为10年期，发行利率3.79%。截至本次
发行完毕，我区已按国家批准的限额圆
满完成了全年债券发行任务。

我区成功发行
政府债券31亿多元

当地时间12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详见第3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阿根廷共和国联合声明

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论习近平主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重要讲话

■详见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