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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记
者孙奕 谭晶晶） 国家主席习近平
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
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出席中
美企业家对话会闭幕式并致辞。汪
洋出席。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美发表
《上海公报》 45周年。45年来，中
美经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发展。两
国人民从中获益良多。事实证明，
中美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互利双
赢。

习近平就中国经济形势和中美
经贸关系发表三点看法。习近平
指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前景
是光明的。当前，中国经济已经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中国经济结构正在不断优
化。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有基础、

有条件、有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今年以来多次上调对中国经济增
长的预测值，是对中国经济走向投
下的信任票。

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改革开
放的前景是明确的。只有改革开放
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将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在市场、财税、金
融、投资和融资、国有企业等领域
集中推出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
案，沿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大步
走下去。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
策。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
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按照中共十九
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
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环境也将更加开
放、透明和规范。

习近平指出，中美拓展经贸合

作的前景是广阔的。作为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
经济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中美经
贸合作空间巨大。我们愿积极扩大
从美国进口能源和农产品，深化服
务贸易合作，也希望美方加大对华
民用技术产品出口。我们将继续鼓
励中国企业积极赴美投资，也欢迎
美国企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有关合作项目。

习近平强调，随着中美经贸合
作快速增长，两国难免会出现一些
摩擦。双方要本着平等互利、互谅
互让精神，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
理。

习近平赞赏中美工商界长期致
力于两国友好，是增进中美经贸合
作和两国关系发展的生力军。习近
平指出，中国古人称，“通商者，

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相信
在两国企业家和工商界共同努力
下，中美经贸合作一定会在平等互
利基础上续写更多成功故事，中美
两国人民也一定会从中获得越来越
多的利益。

特朗普表示，美中是十分紧密
的合作伙伴，在经济、安全等领域
拥有广泛共识。美中扩大合作有利
于两国各自发展。美方愿同中方继
续加强经贸领域互利合作，加强能
源等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繁荣，妥
善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问题。美
中两国工商界是连接我们两个国家
的重要桥梁，可以为促进美中合作
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美国
国务卿蒂勒森以及中美两国企业界
约50名代表出席。

习近平同特朗普共同出席
中美企业家对话会闭幕式

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
（记者孙奕 许可） 国家主席习
近平 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
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共
同会见记者。

习近平指出，两天来，我同
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
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
换了意见，就今后一个时期两国
关系发展达成了一系列新的重要
共识。我们的会晤是建设性的，
取得了丰硕成果。中美两国的发
展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中美各
自的成功符合双方共同利益。面
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美两
个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
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拥有共同利
益更多了，肩负责任更大了 ，
合作空间更广了。一个健康稳
定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
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
会的共同期待。对中美两国来
说，合作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我
和特朗普总统同意继续通过多
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就
共 同 关 心 的 重 大 问 题 交 换 意
见。双方同意充分用好中美外
交安全、全面经济、社会和人
文、执法及网络安全 4个高级别
对话机制，共同努力推动对话机
制取得更多成果。双方同意加强
两军各层级交往和对话，加强执
法及网络安全领域合作。

在谈到中美经贸合作时，习
近平指出，两国元首认为，中美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全球经
济增长引领者，应该扩大贸易和
投资合作，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
定、动态平衡向前发展。有必要
制定并启动下一步中美经济合作
计划，积极拓展两国在能源、基
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
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访问期间双
方签署的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
议充分展示了两国在经贸领域的
广阔合作空间，将给两国人民带

来巨大实惠。
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习近平

指出，中美双方重申坚定致力于实
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
体系。双方将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
解决半岛核问题，并愿同有关各方
共同探讨实现半岛和东北亚长治久
安的途径。

习近平强调，中美的共同利益
远大于分歧，应该尊重彼此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
的选择和彼此的差异性。只要始终
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双方就能求同
存异、聚同化异、推进合作。中美
都是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
家。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
国。双方应该在亚太事务中加强沟
通和合作，培育共同的朋友圈，形
成建设性互动的局面，共同维护和
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习近平指出，我和特朗普总统
都认为，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中美关
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根基，同意扩大
人文交流。

习近平强调，特朗普总统对中
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成功的历史性
访问，此次两国元首会晤为今后一
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明确了方
向、规划了蓝图。中方愿同美方一
道，按照双方达成的共识，推动中
美关系取得更大进展，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特朗普表示，感谢习近平主
席热情接待我此次访华，在中国
的 访 问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难 以 忘
怀。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欣欣
向荣的文化。中国人民为自己取
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和骄傲。
我愿再次祝贺中共十九大成功举
行。美中两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
有更好的机遇加强双边关系，改
善两国人民的生活，增进双边合
作。我们共同承诺致力于朝鲜半
岛无核化。双方致力于制止恐怖
主义活动。美方愿同中方发展公
平、互惠、强劲的经贸关系。我们
两国肩负着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
平、稳定、繁荣的重要责任。

习近平同特朗普
共同会见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
（记者于佳欣）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
11 月 8 日至 10 日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记者 9日从商务部获悉，特

朗普访华期间，两国企业共签署合
作 项 目 34 个 ， 金 额 达 2535 亿 美
元，商业合作成果丰硕。

据了解，双方合作成果中，既

有贸易项目，也有双向投资项目；
既有货物贸易，也有服务贸易，涉
及“一带一路”建设、能源、化
工、环保、文化、医药、基础设

施、智慧城市等广泛领域。
商务部方面表示，双方达成的

经贸成果体现了双向互利、大体平
衡的原则。对美方来说，将有利于美
方扩大对华出口，带动国内产业发
展和增加就业等；对中方来说，通过
进口技术、设备和产品，将促进中国
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更好
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特朗普访华期间

中美企业签2535亿美元大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记者 李忠发 谭晶晶 潘洁

季秋北京，层林尽染、五彩
斑斓。历经数百年沧桑的故宫，
见证中美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

11月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
平和夫人彭丽媛与来华进行国事
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
拉尼娅一同参观故宫。品香茗、
赏文物、听京剧，两国元首夫妇
在气势恢弘的中国古建筑群中，
亲密互动，感受中国悠久历史，
体会中国文化底蕴。

这是特朗普总统中国之行的
首场活动。40 分钟前刚刚抵达机
场 ， 特 朗 普 总 统 夫 妇 即 应 邀 而
至，赶来故宫同习近平主席夫妇
会面。

15 时 20 分许，习近平主席与
夫人彭丽媛在这里迎接特朗普总
统夫妇。“一路都顺利吧。”习近
平主席亲切问候。两国元首握手
寒暄，随后并肩走进这座红白相
间的西洋特色建筑。

这已是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
和特朗普总统的第三次会面。从
初次相识美国海湖庄园，到德国
汉堡双边会晤，其间还有一次次
通话、通信，两国领导人已经建
立起良好的个人友谊。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撰文称，特朗普参观故宫将给访
华之行加上“特殊的色彩”，增进
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

宾主落座，习近平主席邀请
特朗普总统夫妇品尝大红袍，再
次欢迎特朗普在当选美国总统一
周年之际访华。特朗普祝贺中共

十九大圆满闭幕和习近平再次当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称赞中国经济发
展取得的成就。

习近平主席回忆起今年 4月海
湖庄园会面的场景。“感谢总统先
生和夫人的周到礼遇、细致安排，
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愉快时光，难以
忘怀。”

特朗普总统还带来一份特殊礼
物：外孙女阿拉贝拉通过录制的视
频向习近平主席夫妇问候。演唱儿
童歌曲 《我们的田野》《我的好妈
妈》，背诵 《三字经》 及唐诗 《望
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身穿旗
袍的阿拉贝拉用中文绘声绘色地表
演。在海湖庄园，特朗普总统曾特
意安排外孙女与习近平主席夫妇见
面交流。

习近平主席夫妇夸奖阿拉贝拉
中 文 水 平 大 有 进 步 ， 可 以 打

“A+”了。“阿拉贝拉已成为中美
友好的使者，希望她也能有机会来
中国。”

会客厅古色古香，茶韵悠长，
暖意融融。习近平主席向贵宾介绍
室内陈列。案几上，一幅元代诗人
画家王冕的《墨梅图》吸引了特朗
普总统的目光。“不要人夸颜色
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中共十九
大胜利闭幕后，习近平在新一届中
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
话所引诗句就出自这幅画作。

短暂茶叙后，两国元首夫妇乘
坐同一辆电瓶车来到太和门。太和
门是旧时朝廷正门，从这里开始，
宏伟的古代建筑渐次展开，视野豁
然开朗。两国元首夫妇沿汉白玉御
道信步前行，依次参观太和殿、中
和殿、保和殿。

拾阶而上，习近平主席一边
走，一边向特朗普总统介绍太和殿
的历史。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单体
木构殿宇。明清两代的重大典礼以
及春节等节日庆典都在这里举行。
特朗普总统听得非常认真，称赞故
宫布局宏伟，感叹中国历史文化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

历史文物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灿
烂文明，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几十年来，故宫红墙内不断
上演着文化瑰宝重获新生的故事。
习近平主席特意邀请特朗普总统夫
妇来到坐落于故宫西侧院墙内侧的
故宫文物医院参观。

这是全世界第一所文物医院，
200 多名文物修复专家在此为院藏
的 180 多万件文物“治病会诊”、

“延年益寿”。
文物保护也是全世界共同关注

的话题。在文物医院入口处展板
前，两国元首驻足观看，积极评价
中美两国在文物修复方面开展的广
泛、深入合作。

室内，文物修复专家们正在紧
张忙碌。在修复后的铜镀金嵌料石
升降塔钟前，专家启动开关，随即
传出清脆悦耳的 《茉莉花》 旋律，
钟表上的铜镀金塔随着音乐层层升
起。

古字画装裱修复、古书画临摹
复制、青铜器修复及复制、古代钟
表修复，中国的传统文物修复技艺
让特朗普总统大加赞赏。

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夫
妇体验书画装裱工序的关键一环
——托画心。两国元首夫妇在专家
演示下，一步步完成这道工序，并一
起向大家展示，赢得现场热烈掌声。

兴趣盎然，意犹未尽。两国领
导人走出文物医院时，已是夜幕降
临。华灯映照下的紫禁城，更显幽
雅静谧。宾主来到畅音阁，沿途欣
赏景泰蓝工艺精品和制作技艺展
示。

习近平主席提议特朗普总统夫
妇体验景泰蓝花瓶的制作流程，共
同完成“点蓝”。矿物颜料细末晶
莹透亮，中美元首夫妇用蓝枪铲取
釉料填充在已经粘好丝的铜胎上，
一片片花瓣跃然而出。特朗普总统
夫妇惊叹景泰蓝工艺的精致与神
奇，感慨中国文化的别样风采。

灯光照耀下，畅音阁三层大戏
台美轮美奂，气势宏大。中美两国
元首夫妇在此欣赏国粹京剧表演。
精彩剧目 《梨园春苗》《美猴王》

《贵妃醉酒》 依次登场：身穿鲜艳
戏服的小演员惟妙惟肖展示唱念做
打等基本功和生旦净末丑各个行
当；棍花、小翻、前扑，“孙悟空”与

“群猴”在花果山嬉戏打闹；婉转的
唱腔，细腻的神态，贵妃醉酒赏花的
形象印刻在观众心中。

演出结束，两国元首夫妇与演
员们合影，定格下这美好的瞬间。

“表演太精彩了！我体会到中
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领略到了
中国古代建筑的魅力和其中蕴藏的
智慧。我在这里度过了愉快而难忘
的时光。”特朗普总统说。

4 个多小时的互动交流，气氛
融洽。临别时，特朗普总统夫妇再
次感谢习近平主席夫妇的热情接待
和周到安排，期待访华取得积极成
果。

故宫，成为中美元首历史性会
晤的时代见证。

穿越时空的握手
——习近平主席夫妇同特朗普总统夫妇参观故宫侧记

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记
者谭晶晶 许可） 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 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
夫人梅拉尼娅。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刘云山、
王岐山出席。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金碧辉
煌，高朋满座，两国元首在宴会上
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虽然远
隔重洋，但地理距离从未阻隔两个
伟大国家彼此接近。双方寻求友好
交往和互利合作的努力从未停息。

自 45 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启
中美重新交往大门以来，在中美几
代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下，中美关系实现了历史性发展，
造福了两国人民，改变了世界格
局。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变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现
在，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方面拥有更多、更广的共同
利益，肩负更大、更重的共同责
任，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
响进一步上升。

习近平强调，特朗普总统此次
访华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两天来，
我同特朗普总统共同规划了未来一

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蓝图。我们
一致认为，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
是对手，两国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
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国古人
说，“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
海，不能限也”。我坚信，中美关系面
临的挑战是有限的，发展的潜力是
无限的。只要本着坚韧不拔、锲而不
舍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谱写中美
关系新的历史篇章，中美两国一定
能为人类美好未来作出新的贡献。

特朗普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
热情接待我到访中国这个伟大的国
度。美国人民十分景仰中国悠久的
文明传承。在此历史性时刻，我深信

美中合作可以造福美中两国人民，
并为世界带来和平、安全与繁荣。

宴会开始前，金色大厅内回放
了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海湖庄
园会晤、汉堡会晤以及特朗普总统
此次访华的经典片段。特朗普总统
并现场提议播放了他外孙女用中文
演唱中国歌曲、背诵《三字经》和
中国古诗的视频。现场一再响起热
烈掌声。

出席宴会的还有丁薛祥、王
晨、刘鹤、刘延东、杨洁篪、郭声
琨、蔡奇、韩启德、董建华、万
钢、周小川以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等多位内阁成员、白宫高级官员。

习近平夫妇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夫妇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刘云山、王岐山等出席

【紧接第1版】 对两国关系发展
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希望 4个高
级别对话既聚焦具有全局性、战
略性影响的重大问题，也扎实做
好每个合作项目，扩大共同利
益，及时、妥善排除干扰因素，
确保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指出，外交安全领域
事关中美关系总体发展和两国战
略互信水平。双方要按照两国元
首确定的方向，规划中美关系发
展路线图，就重大敏感问题增信
释疑。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
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也事
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美
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防止
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两军关
系应该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因
素。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
两国。中美在亚太的共同利益远
大于分歧，双方要在亚太地区开
展积极合作，让越来越多地区国
家加入中美两国的共同朋友圈，
一道为促进亚太和平、稳定、繁
荣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经贸合作是中
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中美
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
双方经贸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
带来巨大利益。根据中共十九大
作出的战略部署，我们将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施高
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政策。为拓展两国经贸合
作，促进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
朝着动态平衡、互利双赢的方向
健康发展，双方要尽早制定和启
动下一阶段经贸合作计划，推动
中美经贸合作向更大规模、更高
水平、更宽领域迈进。双方要
加 强 宏 观 经 济 政 策 沟 通 和 协
调。拓展在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一带一路”建设等领域务
实合作，推动在放宽出口限制、
扩大市场准入、营造更好营商环
境等方面双向取得更多进展。双
方要加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
组织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和合
作，合力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
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习近平指出，人文交流是“前
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期事业，事
关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希望

双方落实好中美双向留学及青年、文
化交流合作项目，加深两国人民相互
了解和友谊，为中美关系持续发展不
断注入活力。

习近平指出，执法及网络安全
事关两国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是中美重要合作领域。希望双方围
绕追逃追赃、禁毒、非法移民、打
击网络犯罪、网络反恐、网络安全
保护开展更多合作。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共同努力，
把 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打造成为中
美增进互信的加速机、培育合作的孵
化器、管控分歧的润滑剂，为中美关
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特朗普表示，美中均是世界重
要大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双方
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广
阔，加强对话与合作很有必要。美
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
方愿加强两国在外交安全、经济、
社会和人文、执法及网络安全等领
域各层级交流合作，继续加强在国
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美方
高度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
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合作推动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会谈中，两国元首就加强中美
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合作达成多
项重要成果和共识。双方同意，扩
大经贸、投资、能源等领域合作，
通过做大中美经济合作蛋糕解决两
国经济关系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和矛盾。继续加强网络安全、
追逃追赃、遣返非法移民、禁毒等
领域合作。共同努力促进中美双向
留学，推动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等领域合作。

双方重申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
和平、稳定与繁荣。致力于维护国际
核不扩散体系，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
无核化目标，强调两国在通过对话谈
判最终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方面拥
有共同目标，双方致力于维护半岛和
平稳定。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
能源、制造业、农业、航空、电
气、汽车等领域商业合同和双向投
资协议的签署。特朗普总统访华期
间，两国签署的商业合同和双向投
资协议总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
式。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