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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 11 月 10 日晚在北京国家游泳
中心（水立方）举行宴会，欢迎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的各成员经济体领
导人、代表及配偶。出席加强互
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的有关外
国领导人及配偶应邀出席。

晚 6 时 30 分，亚太经合组织
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代表及配

偶，出席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对话会的有关外国领导人及配偶
相继抵达。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入
口迎候，与贵宾一一握手，互致问
候。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代表
在“APEC 未来之舟”帆叶签名。
习近平和彭丽媛与各成员经济体
领导人、代表及配偶集体合影。

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
府和人民对各位贵宾表示热烈欢

迎。习近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在的
地方叫水立方，对面是鸟巢。这两
个建筑一方一圆，蕴含着天圆地方
的哲学理念，形成了阴阳平衡的统
一。我们之所以选择水立方来举
行这个晚宴，是因为水在中国文化
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亚太经合
组织各成员以太平洋之水结缘。
我们有责任使太平洋真正成为太
平之洋、友谊之洋、合作之洋，见证

亚太地区和平、发展、繁荣、进步。
习近平强调，这是一个富有

意义的夜晚。我们为亚太长远发
展的共同使命而来，应该以此为
契机，一起勾画亚太长远发展愿
景，确定亚太未来合作方向。明
天，我们将相会在燕山脚下、雁栖
湖畔，正式拉开领导人会议的序
幕。那儿有水有山，大家可以智
者见智、仁者见仁，共商亚太发展

大计，共谋亚太合作愿景。
宴会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

贵宾们一起观看文艺演出。演出
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
们一起来到水立方东门外广场观
看焰火表演。

上图 11 月 10 日晚，国家主
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水立
方与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代表
及配偶集体合影。

习近平夫妇欢迎与会来宾

11 月 10 日，亚太经合组织会
议周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应约会见了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

两国领导人以 APEC 北京会
议为契机实现会晤，使近年出现
严重困难的中日关系呈现缓和之
势。中国领导人此次会见安倍，
着眼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亚
太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

当然，领导人会晤的实现，并
不意味着中日关系就此雨过天
晴。冰冻三尺易，融冰解冻难。安

倍政府信守承诺并落实共识的诚
意也有待事实检验。因此，两国关
系要想从脆弱到稳定，进而全面向
好，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尤其需
要日本政府用切实行动，表明对这
一来之不易的契机的珍惜。

无论如何，作为世界第二和
第三大经济体，作为谁也搬不走
谁的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建立
危机管控机制，共同致力于推动

两国关系向稳定健康的方向发
展，本身就是对两国、亚太与世界
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重大利好，有
利于改善周边安全和合作环境，
保障和激发亚太繁荣活力，符合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
社会的普遍期待。

回首两年多来中日关系的风
霜雨雪，中国政府不仅展现了捍
卫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打消了外

界对中国在事关核心利益的问题
可能发生动摇的任何幻想，也以理
性务实的行动回击了一段时间以
来甚嚣尘上的各种中国威胁论调，
显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亚太和
世界互利共赢的坚定决心。

解铃还须系铃人。中日关系
近年之所以出现严重困难，是非
曲直有目共睹。不论领土问题还
是历史问题，责任都在日方。中

国有句老话，树怕剥皮，人怕伤
心。日本政府如果真心希望构建
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就需要以
史为鉴，信守承诺，不再做伤害中
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正 如 习 近 平 主 席 9 日 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
所指出，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
存异，也是伙伴。在处理国与国
关系时，中国不会采用“非友即
敌”这种思维方式，而是秉持和而
不同的理念，致力于与亚太各国
共同开创亚太世纪，创造和实现
亚太梦想。亚太发展前景取决于
今天的决断和行动，中日关系缓
和向好，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为本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设计制作的特色
中式服装11月10日晚亮相水立方。

记者从领导人服装设计制作
团队获悉，这套特色中式服装款式
分为三种：男领导人为“立领、对开
襟、连肩袖，提花万字纹宋锦面料、
饰海水江崖纹”上衣；女领导人为

“立领、对襟、连肩袖，双宫缎面料、
饰海水江崖纹”外套；女配偶为“开
襟、连肩袖外套，内搭立领旗袍裙”。

“这套特色中式服装，充分体
现中国的传统和文明，让人一看
就知道是中国的。”负责此次服装

设计和制作工作的中国服装设计
师协会副主席、北京服装学院院
长刘元风解释，从款式上，融合了
中国历代经典款式。从面料上，
采用传统真丝面料。从纹样上，
海水江崖纹、万字纹均展示传统
纹样的精华。从工艺上，采用了
盘扣等中国特色传统工艺。

据 介 绍 ，男 领 导 人 服 装“ 立
领、对开襟”的款式，就是一次创
新。“立领对襟是中国自明清以来
就有的服装式样，开襟更早，早在
商周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开襟的服
装式样，这次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也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在同一件衣
服上把它展现出来。”设计师、男
领导人服装主创之一楚艳说。

“从设计理念上，我们追求将
中国传统的风格用现代语言和创
新科技表达，这种创新体现在很多
细节上。”设计师赵卉洲说，比如盘
扣，此次采用了现代极简的手法去
做盘扣，而不是传统古典的手法。

据了解，为体现和而不同，为
领导人及配偶提供多种款式和颜色
供自由选择，其中，男领导人一款四
式五种颜色，女领导人一款两色，女
配偶外套及内搭各四款四色。

揭秘嘉宾合影着装

“新中装”展现中国传统文化

11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抵京参加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部分
国家领导人。

会见韩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我高兴地得知，

双方刚刚完成中韩自由贸易区协
定实质性谈判。建立中韩自贸区
具有里程碑意义，将有力促进亚太
区域一体化。我愿意同你保持沟
通，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
取得更加丰硕成果，使中韩作比邻
而居、并肩而行的好邻居、好伙伴。

朴槿惠表示，成立韩中自贸
区对全球经济复兴和亚洲发展繁
荣是重要利好消息。韩方将继续
努力，使有关协定早日达成并生
效。希望两国继续秉持合作精
神，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取得新成果。

会见越南国家主席
习近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

高度重视对越关系，希望把中越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得更
好。双方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妥
善处理海上问题，妥善处理分歧，
维护海上稳定和两国关系大局。

张晋创表示，越方愿意落实两
国共识，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海
上问题，管控好分歧，共同维护海上
和平稳定，不使其影响两国关系。

会见文莱苏丹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意同文方

加强油气上下游产业和新能源领域
合作，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对文投资，
推动南海共同开发尽早取得实质进
展，共同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健康
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哈桑纳尔表示，文方高度评
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倡议，支持中方制定的本次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议
程。作为创始成员国，文方将积极
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

会见马来西亚总理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密切高

层交往，增进战略互信。要对接
各自发展战略，将钦州、关丹产业
园区打造成中马合作旗舰项目和
中国－东盟合作示范区，协力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地区和
平、稳定、繁荣。

纳吉布表示，马方高度评价
习近平主席昨天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
演讲，欢迎习近平主席倡导本地
区各国携手实现亚太美好梦想。

会见巴新总理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南

太平洋地区的真诚朋友和重要合
作伙伴。我们愿同巴新方一道，拓
展经贸、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
农林渔、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推
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奥尼尔表示，中国企业对巴
新的投资促进了巴新经济发展和
民生改善。巴新方希望同中方加
强双边合作，共同促进太平洋岛
国同中国关系发展。

会见日本首相
习近平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重

视对日关系，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
来的精神，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习近平指出，这两年，中日关
系出现严重困难的是非曲直是清楚
的。双方已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
发表四点原则共识，希望日方切实
按照共识精神妥善处理好有关问
题。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
路，采取审慎的军事安全政策，多做
有利于增进同邻国互信的事，为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安倍晋三表示，中国的和平
发 展 对 日 本 、对 世 界 是 重 要 机
遇。日方愿意落实双方达成的四
点原则共识，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日方支持中方成功举办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习近平会见与会领导人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月 10 日在北京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
代表对话会。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前景
看好。中国是区域合作的受益者，更是区域
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进者，我们愿意积极
推进本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
区域经济一体化，携手推动亚太地区发展
繁荣。

关于中国今年办会将取得的务实成
果，习近平指出，一是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
进程，为亚太合作指明方向；二是发表纪念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 25 周年声明，总结历史
经验，勾画未来愿景；三是推动经济创新发
展、改革、增长，为亚太长远发展谋求新动
力；四是制定互联互通蓝图，为亚太全方位
互联互通打造坚实基础。中国愿意同各成
员一道努力，构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
亚太伙伴关系。

关于亚太自由贸易区同其他区域自由
贸易安排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亚太自由贸
易区是对现有自由贸易安排的有力聚合。
亚太自由贸易区同现有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并不矛盾，后者是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目
标的可行路径。

关于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
设以及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习近平
指出，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是关系经济
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重要手段。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天
时、地利、人和使然，它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相匹配，是惠泽各
方的多赢之举，将同其他多边开发机构一
道，为推进亚太经济融合和发展作出贡献。

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习近平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
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
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
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
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
经济行稳致远。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习近平强调，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
中高速增长，而且经济质量会不断提升。
我们欢迎亚太工商界人士积极参与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进程，共享中国改革发展带来
的机遇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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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缓和意义何在

文艺演出联手焰火表演

传递中国热情

■新华时评

11月 10日，北京在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焰火表演。

为本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设计的特色中式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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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晚，文艺演出在恢
弘大气的舞蹈“盛世牡丹”中拉开
序幕。400 余人无伴奏合唱“青
春舞曲”，传递着人类对青春的永
恒追求。“鱼跃龙门步步高”用舞
蹈、长绸和太极讲述了鲤鱼奋发
向上终于化身为龙的传说。民歌

“板蓝花儿开”表达了游子对故乡
和母亲的眷念与思念。芭蕾舞

“天宇流芳”将人带入竹影月夜的
曼妙意境。“云端旗鼓”描绘了旌
旗闪烁映日光的壮观，敲响了鼓
声雷啸通九天的震撼。演出在歌
舞“同舟共济向明天”中落幕。

欢迎晚宴光影活动总导演
张艺谋等主创人员详细介绍了
活动。张艺谋说，在如此高规格
的国际活动中，我们要向全世界
传递一种中国热情、中国力量。

“最终我们确定，演出中使用山
西和陕西两地的鼓，搭配新技术

手段及焰火表演，以打击乐器较
强的感染力使人振奋，并借此展
现新形势下中国携手各方‘一鼓
作气’，实现区域经济创新发展、
改革增长的勇气和力量。”张艺
谋说。

“我们把节俭环保、人文关怀
的理念贯彻始终，改变了以往‘表
现宏大主题就要用大体量、大规
模’的创作方式。”张艺谋说，“比
如，原先初步设想在欢迎晚宴活
动周边大规模布景。最后，我们
决定利用现有的树，伴以辅助的
暖色灯光，让场景焕然一新。”

对于焰火表演，执行导演蔡
国强介绍说，虽然表演时密度
大、种类多，但环保为先、科技为
上。这次使用的烟花均是高科
技环保焰火产品，焰火药剂无重
金属物质、无毒、低硫，可大大减
少烟花燃放时产生的硫化物。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