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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习近平主席访美

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月 25 日在华盛顿同
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
首共同会见记者。

习近平指出，两天来，我同奥巴马总统
举行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会晤，围绕各自国
家内外政策、双边关系重要议题、国际和地
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重要共识。

习近平介绍了两国元首会晤的具体成
果并强调，经过 36 年发展，中美利益深度交
融，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肩负责任更加重
大。双方应该合作和能够合作的领域更加
宽广。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以锲而不舍、
积土成山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
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国改革
不会停滞、开放不会止步。中国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
合作关系。同美方一道，努力构建新型大国
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优先方向。

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有
着诸多共同利益。双方都支持维护南海和平
稳定，支持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
决争议，支持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航行
和飞越自由，支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支持全
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协商
一致基础上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建设性沟通。

关于网络安全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作
为两个网络大国，应该加强对话和合作，对抗
摩擦不是正确选项。中美两国主管部门就共
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加强案
件协查和信息分享，各自政府都不从事或在
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探讨推

动制订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
则，建立两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
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设立热线电话。

在谈到民主和人权问题时，习近平指
出，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同时必须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
利。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
不断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方愿继
续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同美方开展人
权对话，扩大共识、减少分歧、相互借鉴、共
同提高。

在回答关于中美关系的提问时，习近平
强调，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各国相互依存的经
济全球化时代。人们应摒弃你输我赢、零和
博弈旧观念，树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理
念。中国发展好了，对世界有利，对美国也有
利；美国发展好了，对世界和中国也有利。中
美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我真诚希
望，中美双方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
益出发，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这应该成为双方坚定不移的努力方向。

奥巴马再次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
国事访问，感谢中方致力于美中合作，认为这
不仅利于两国，而且造福世界。美方重申坚
持一个中国政策，认为一个稳定、繁荣、和平
的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 25 日出席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
务卿克里在国务院联合举行的欢迎午宴，在
华盛顿国会山集体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和
众议院领导人。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出席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为他们举行
的隆重欢迎宴会。

习近平 25 日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
问，乘专机离开华盛顿，赴纽约出席联合国
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

习近平同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

9月 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在华盛顿共同参
观美国国家动物园大熊猫馆。这是彭丽媛与米歇尔共同为大熊猫幼崽选定名字“贝贝”。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

彭丽媛参观大熊猫馆

9月 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

习近平访美成果清单摘要

●双方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

●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一个强有
力的中美关系，使之为全球及地区和
平、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

中
美
新
型
大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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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22 日至 25 日，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
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了深入、坦诚、建设性的会谈。双方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金融经济双
边
务
实
合
作

中美双方承诺：
——强化多边开发融资体系并使

其现代化。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机制下加强合作，并继续完善 IMF的份
额和治理结构。

——在尊重受援国所有权的前提
下，通过多边开发银行在第三国开展发
展融资合作。

——双方承诺尊重 IMF在特别提
款权（SDR）审查中的程序和流程，并
将在人民币加入 SDR事宜上加强沟
通。

军事警务

●双方重申共同致力于落实两国
两军领导人共识，促进持续性及实质性
对话与沟通，进一步推动中美军事关系
发展。中国海军将应美军太平洋总部
邀请参加“环太平洋—2016”演习。

●双方将寻求在广泛议题上加强
反恐合作，包括如何应对外国恐怖作战
分子跨国流窜、打击恐怖融资网络、加
强有关恐怖威胁情报信息交流。

●双方将致力于加强两国反腐败
和执法部门间的合作，共同打击各类跨
国腐败犯罪活动。

核能能源

双方致力于深化两国核安全合作，
共同为提高全球核安全水平和促进核
不扩散做出贡献。双方计划就核安全
问题举行年度双边对话，首次对话将于
2016年核安全峰会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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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合作

●中美民用航空领域合作取得新
进展。9月 22日，中国有关企业与波
音公司签署了购买300架飞机的协议。

●中国铁路国际（美国）有限公司
与美国沙漠快线有限责任公司和帕姆
代尔高速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在 2015
年9月 13日签署组建美国西部快线项
目合资公司框架协议。

文化交流

●中方宣布未来 3年将资助中美
两国共 5 万名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学
习。美方宣布将“十万强”计划从美大
学延伸至美中小学，争取到2020年实
现100万名美国学生学习中文的目标。

●双方宣布2016年举办“中美旅
游年”。

亚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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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同意在不同层级上深化亚
太事务对话，努力构建双方在亚太积极
互动、包容合作的关系，与地区各国一
道促进亚太的和平、繁荣、稳定。

●双方决定就阿富汗问题保持沟
通与合作。中美将同阿方在9月26日
联大期间联合主持关于阿富汗重建和
发展的高级别会议。中美双方再次共
同呼吁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开展直接
对话。

国
际
与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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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强调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
年和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具有
重要意义。

●中美签署了一份旨在为发展合
作建立一个框架的谅解备忘录，涉及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粮食安全、公
共卫生及全球卫生安全、人道主义援助
与灾害应对和多边机构。

●美方支持中方担任2016年二十
国集团（G20）主席国并期待与中方密
切合作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全球
增长。

全
球
性
挑
战

●双方高度评价在习近平主席对
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中美元
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双方将携手并
与其他国家一道确保巴黎气候变化大
会取得成功。

——中国宣布将拿出200亿元人
民币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
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中方重申到 2030 年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0%—65%，计划于 2017 年
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双方认识到打击野生动植物非
法贸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承诺采取积
极措施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

●中美双方同意，就恶意网络活动
提供信息及协助的请求要及时给予回
应。

——共同继续制定和推动国际社
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

——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
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对话第一
次会议于2015年内举行，之后每年两
次。

制图/党 瑶

（上接第一版）
双方决定继续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为

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双方再次发
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同意扩大
双边务实合作，加强多边谈判中协调，共同
推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重要成果。双
方签署中美发展合作备忘录，同意在非洲、
亚洲等地拓展粮食安全、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应急救灾等领域三方合作，在落实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方面保持沟通协调。双方同
意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欢迎有关各

方达成的伊核问题《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双方重申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朝鲜半
岛无核化，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双方决定 2016 年为中美旅游年。中方
将在未来 3 年资助两国共 5 万名留学生到对
方国家学习，也欢迎美方将“十万强”计划从
美国大学延伸至中小学，实现到 2020 年 100
万美国学生学习中文的目标。

两国元首还就南海、网络安全、人权等问
题交换意见，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谈。

继续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9月 25日，习近平出席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克里联合举行的欢迎午宴。

（图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