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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纲领”“亚太经合组织
成立 25 周年声明”“自由贸易区
路线图”“互联互通蓝图”“创新发
展、改革与增长共识”……11 月
11 日随着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圆满落幕，
一批重要文件的通过和批准，果
实累累，呈现在世人面前。

倡导和支持设立丝路基金、
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支
持APEC机制和能力建设、为发展
中成员提供培训名额……中国实
实在在地拿出措施、肩负起责任。

实现亚太自贸区
路线图

习近平在当日下午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记者会上指出，我们决定启动
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这是我
们朝着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方
向迈出的历史性一步，标志着亚
太 自 由 贸 易 区 进 程 的 正 式 启
动。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决定，
将把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
到新的更高水平，为亚太经济增
长和各成员发展注入新活力。

共同应对
恐怖主义

会议决定共同应对大规模
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自然灾
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面
对当前肆虐的埃博拉疫情，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决心携手合作，
帮助非洲国家有效应对和防控
疫情，支持联合国在援助非洲和
抗击疫情中发挥领导和统筹作
用，支持疫区人民共渡难关，直
至取得最终胜利。

建立反腐败
执法合作网络

习近平还在记者会上强调，
我们大力推动亚太反腐败合作，
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建立
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
网络，就追逃、追赃开展执法合
作等达成重要共识，携手打击跨
境腐败行为。

13年前，黄浦江边，21个经济体聚首上海
13年后，燕山脚下，25岁APEC重返中国

亚太梦想有了“中国方案”系列会议
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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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太经合组织”或APEC），是亚太地

区层级最高、机制最完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论坛。

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及当时

的东盟六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了亚太经合组

织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这一组织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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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脚下、雁栖湖畔，见证着一个载入
史册的重要时刻：北京 APEC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达成广泛共识，实现预期目标。中国
的引领性倡议、会议的丰硕成果，在 APEC
发展历程上留下精彩的北京印记，亚太繁
荣发展再注澎湃中国动力。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世界见证了
亚 太 承 前 启 后 、开 创 未 来 的 重 要 时 刻 。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的《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宣言》，绘制了面向未来的亚太
一体化发展蓝图，开创了互联互通的发展
路径，为携手推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迈
出历史性的关键一步，驱动 APEC航船驶向
和平、发展、繁荣、进步的美好未来。

善弈者谋势而常胜，善谋者创新而多
赢。中国与 APEC各成员为区域一体化“谋
势”，为开放型经济“布局”，从战略高度勾
勒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宏大愿景。亚太自由
贸易区跨越太平洋，涵盖世界排名前三的
经济体，经济总量占据全球半壁江山。自
贸区进程正式启动之时，《亚太经合组织互

联互通蓝图》获得批准，从基础设施、制度
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到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
大领域齐头并进，多层次、广覆盖的互动交
融，将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实实在
在的利好，夯实共同繁荣进步的命运共同
体根基。

北京 APEC 会议的累累硕果，凝结着
亚 太 大 家 庭 精 神 和 命 运 共 同 体 意 识 。
APEC 历史上第一份纪念性声明《共建面
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经合组
织成立 25 周年声明》以历史启迪未来，规
划下一个 25 年的合作。全球价值链、供应
链领域合作倡议将更多关注目光投向发
展中成员，帮助其实现共同发展。建立
APEC 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营造更加廉
洁的发展环境。在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和
创新增长领域，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获得
批准，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的
引擎地位。

“亚太发展前景取决于今天的决断和
行动。”中国是诸多方案的发起者、提供者，
更是具体措施的践行者、推动者。协调多

方构建“一带一路”，倡导成立亚投行和丝
路基金。在“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
长”的重点议题下推动在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互联网经济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开创
新的合作亮点。北京 APEC上，“中国态度”
打动人心，“中国理念”广受赞同，“中国方
案”切实可行，展示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于地
区发展的责任担当，彰显一个有着 5000 年
文明史的古国对于人类发展进步理念的时
代思考。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
慧。”亚太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
影响着世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
中国经济所获得的强劲内生动力，所拥有
的巨大成长空间，不仅会推动中国经济社
会稳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达发展的
更高境界，更会在乘势而进中为亚太地区
和世界经济发展打开新空间，提供新机遇，
增添新信心，注入新动力。

我们坚信，发扬互信、包容、合作、共赢
的精神，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
系，就一定能把亚太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
愿景变为现实。

11月 11日，习近平与 APEC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或代表共同前往种植亚太伙伴林。

APEC 领导人会议周期间，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4 次讲话，
向与会者讲述了寓意深远、包罗
万象的中国哲学故事。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
争” ——出自老子《道德经》

不仅点明中国奉行平等相
待、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对外
交往准则，同时还表达出对亚太
地区同舟共济的期许。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出自《论语·雍也篇》
意为亚太经合组织 21 个经

济 体 虽 然 秉 性 不 同 ，但 可 以 融
合，APEC将搭建一个求同存异、
共商发展的平台。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
天字一行”——出自白居易《寄
水部张员外》

习主席用这句诗，描绘出亚
太合作的愿景，并寓意亚太经合
组织 21 个成员应像雁阵一样团
结协作，共创亚太繁荣。

习近平讲话
引经据典

策划 肖建中
执行 郭 津 李英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 11日
晚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奥巴马
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关
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在瀛台前迎接奥巴
马，两国元首亲切握手，互致问
候。两国元首拾阶而上，来到涵
元殿举行会晤。

习近平说，我高兴地看到，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在推进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方面取得不
少早期收获。两国各界对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更加认同
了，也抱有更高期待。奥巴马总
统这次访华是推进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建设的重要契机。我们
要保持经常性密切沟通，不是就
事论事，而是要就一些根本性的
问题坦诚深入交流，只有这样，
才能全面增进相互了解、加深彼
此信任，才能做到相互尊重，避
免战略误判。双方要扩大务实
合作，特别是积极推进开拓性合
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
沟通和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世
界和平、稳定、繁荣。奥巴马表
示，美中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
两国利益深度融合，美中加强合
作，可以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
民。我愿意同习近平主席就广
泛的问题及时交换意见，推动美
中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不断迈上
新台阶。

习近平邀请奥巴马共进晚
宴。席间，习近平指出，要了解
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
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
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
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
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人民自
古以来珍视国家独立、统一和尊
严。中国政府必须顺乎民意，坚
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
整，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
美国情各异，应该相互理解，相
互尊重，聚同化异，和而不同。
两国难免存在一些分歧，但这不
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两国政府
要起到稳定器作用，妥善处理有
关分歧。奥巴马表示，我们今晚
的交谈非常深入，进一步加深了
我对中国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
和领导人执政理念的了解。我
更加理解中国人民为何珍惜国
家统一和稳定。美国支持中国
改革开放，无意遏制或围堵中
国，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利
益。美方愿意同中方坦诚沟通
对话，增进相互了解，相互借鉴
经验，有效管控分歧，避免误解
和误判。

夜色渐沉，两国元首聊兴不
减，信步来到迎熏亭茶叙。

习近平强调，中美建交 35
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良好
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
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这
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坚持的
战略共识。我们要坚持从战略
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以积水成
渊、积土成山的精神，不断推进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两国元首 12日将继续举行
会谈。

■新华时评

中美领导人
中南海会晤

强调要以积水成渊、
积土成山的精神推进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