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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习近平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讲话选
编》一书，近日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
文在国内外出版发行。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
会 2016 年 9 月在杭州成功举办。
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发表一系列重
要讲话，全面深刻阐述中国关于全球
治理的政策主张，为世界经济复苏和
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勾画世界经济增长的新蓝图新愿景，
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习近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
峰会讲话选编》一书，收入了习近平
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和闭幕辞、在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五个阶段
会议上的引导发言和总结发言等重
要讲话17篇。

据新华社首尔1月16日电 负责
调查“亲信干政”事件的韩国特别检
察组发言人李圭喆16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特检组当天向法院申请对
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的逮捕令。

李圭喆说，特检组判断李在镕向
“亲信干政”事件核心人物崔顺实行贿
430亿韩元（约合2.5亿元人民币），并
涉嫌挪用公款和作伪证。鉴于案情重
大复杂，特检组综合考虑了多重因
素。虽然有意见认为逮捕李在镕会造
成三星经营空白和对经济造成冲击，
但特检组认为树立正义更重要，决定
依照法律和原则处理此事。

特检组认为，三星在李在镕指示

下向崔顺实提供资金支持，以此换取
政府对三星物产和第一毛织两家公司
合并的支持。此外，李在镕去年12月
以证人身份在国会举行的“亲信干政”
事件听证会上称，三星从未以捐赠或
资助为代价享受特惠，涉嫌作伪证。

李圭喆还说，特检组证实朴槿惠
总统和崔顺实存在“利益共有关系”，
相关客观物证可证明两者的“共谋关
系”。特检组迟早会对涉嫌受贿和第
三方受贿的朴槿惠进行立案调查。

三星方面当天回应说，不能理解
特检组的决定，强调三星向崔顺实方
面的捐赠并没有期待回报，相信法院
会有正确的判断。

据新华社伯尔尼 1 月 16 日电
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伯尔尼同瑞
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举行会谈。两
国元首积极评价中瑞关系，一致同意
继续秉承开放包容理念，坚持走合作
共赢道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
中瑞关系实现更好发展。瑞士联邦副
主席贝尔塞，联邦委员兼财政部长毛
雷尔，联邦委员兼外长伯克哈尔特，联
邦委员兼经济、教研部长施奈德-阿曼
共同参加会谈。

习近平指出，建交67年来，中瑞
两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
发，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人文等各领
域合作。中瑞关系已经成为不同社
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大小国
家发展友好合作的典范。当前，中瑞
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瑞
去年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对深化
两国合作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我们
愿同瑞方一道，推动中瑞关系实现更
好发展。

习近平强调，在当前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下，中瑞两国加强合作尤显
重要。两国领导人要保持经常性交
往，加强政治互信和战略沟通。双方
要深化贸易、金融合作。中方愿同瑞
方将创新合作落到实处，加强在数字
化、智能制造、产能等方面合作，实现
优势互补。双方要拓宽人文交流，扩
大留学生规模，加强职业教育合作，促
进地方和民间交往。双方要密切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作，维护全
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共同反对贸易保
护主义，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是加
强国际合作的重要途径。中方感谢瑞
方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赞赏
瑞士在欧洲国家中率先加入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愿同瑞方积极探讨在基
础设施建设、金融、保险、产能合作等领
域开展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

洛伊特哈德和参加会谈的瑞士
联邦委员们表示，很荣幸再次欢迎

习近平主席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相
信此访将加深瑞中传统友谊和互利
双赢的合作关系。瑞中建交以来保
持良好关系，在国际和平与发展很多
问题上看法相近。瑞方钦佩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特别是在减贫和提
高人民福祉方面的骄人成绩。当前
形势下，瑞方愿同中方深化经贸、金
融、创新、文化、旅游等领域对话合
作，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维护开放的全球贸易，反对贸易和投
资保护主义。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双方保持密
切交往，利用各层级对话机制，就彼

此关心的重大问题及时沟通，推动中
瑞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
展。

双方同意在中瑞创新战略对话
平台这一新机制统筹引领下，加强

“中国制造2025”同瑞士“工业4.0”对
接，推进两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创新合
作。双方将推动中瑞自由贸易协定
升级，扩大贸易、投资、金融、保险合
作规模，加强能源、环保等领域合作，
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

双方同意以签署新的文化合作
协定为契机，加强文化领域交流合
作。中瑞两国将共同举办2017年中

瑞旅游年，加强两国旅游合作。双方
愿以中国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为
契机，加强两国冬季体育运动合作。

双方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平
解决国际争端等重大问题上拥有相
同或相近立场，同意共同致力于维护
开放包容的全球贸易体制，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

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了外交、
自由贸易、发展合作、能源、海关、知
识产权、文化、教育、体育、地方交往
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新华社北京1月16电 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在南海局势趋稳向好的情况下，
日方仍在不遗余力、处心积虑地挑拨
离间，这种做法居心叵测，心态极不
健康。

有记者问，近日，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访问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印尼，
所到之处都主动提到南海问题，甚至
有报道说，安倍主动提出向菲律宾提
供导弹，但被菲总统杜特尔特拒绝。
中方对此作何回应？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杜特尔特
总统就任以来，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
政策，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
上同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的确，正如大家看到的，在中国
和有关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
局势正趋稳向好，已经重回通过谈判
协商解决的正轨。而日方领导人仍
在不遗余力、处心积虑地挑拨离间，
渲染所谓地区紧张，日方这种做法居
心叵测，心态极不健康。”她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国家
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16日发布
的报告称，随着春节临近，节日效应
将会拉动食品价格继续上涨。但入
冬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生
产运输条件较好，市场供应充足，预
计价格涨势会比较和缓。

1 月上旬，粮油肉禽蛋及蔬菜
等主副食品价格呈稳中小幅上涨走
势，36个大中城市监测的 61个品种
价格 39升 16降 6平，综合平均价格
旬环比上涨约 0.2%。其中，蔬菜价
格走势明显分化，长江以南地区天
气晴好，蔬菜价格呈下降走势，宁
波、厦门、成都、南宁、海口蔬菜平均
零售价格降幅超过 5%；长江以北多

数地区受雾霾和降温影响，蔬菜价
格明显上涨，北京、长春、哈尔滨、济
南、郑州蔬菜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10%以上。

报告预计，春节前一段时间粮
油市场价格将保持基本稳定。猪肉
价格将小幅反弹，但反弹幅度有
限。牛羊禽肉、水产品价格将呈小
幅上涨走势。蔬菜价格受天气影响
较大，随着天气进一步变冷，加之节
日临近农贸市场蔬菜摊贩返乡影
响，价格将继续上涨。但今冬蔬菜
在田面积增加较多，且目前天气条
件有利，后期只要不出现罕见的恶
劣天气，蔬菜价格上涨的幅度将低
于往年。

据新华社伯尔尼1月15日电 1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伯尔尼出席瑞士联邦
委员会全体委员集体举行的迎接仪式。

15时20分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抵达联邦大厦时，军乐队奏欢迎乐曲。
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夫妇在停车
处迎接，其他 6位联邦委员在大厦 2层
平台列队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他
们一一握手。

习近平在迎接仪式上致辞指出，洛
伊特哈德主席和各位联邦委员对中国代
表团的热情友好迎接，体现了瑞士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彰显了瑞士联
邦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态
度。我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和衷心感谢。
中瑞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交
往和友谊源远流长。两国人民互有好
感。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深受
瑞士人民喜爱，瑞士也以其独特魅力吸
引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前来旅游观光。

习近平强调，我这次访问，是为巩固
友谊而来，是为推进合作而来，是为共谋
和平与发展而来。我期待着同瑞方一道
探讨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充实中瑞创
新战略伙伴关系内涵，通过出席世界经
济论坛年会和访问在瑞士的国际组织，
就在当前形势下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解决全球重大问题，同各方凝聚
共识，向国际社会传递正能量。

《习近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杭州峰会讲话选编》出版发行

外交部：

日方挑拨南海局势心态极不健康

国家发改委：

春节前主副食品价格涨势缓和

韩国特检组
申请批捕三星电子副会长

习近平同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举行会谈

推动中瑞自由贸易协定升级

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伯尔尼出席瑞士联邦委员会全体委员集体举行的迎接仪式并致辞。 新华社发

习近平出席瑞士联邦委员会全体委员集体举行的迎接仪式并致辞

深化务实合作 充实伙伴关系内涵

1月 16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人们体验中国高铁列车控制台模型。中
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的中国高铁联合体16日在吉隆坡举办中国高铁体验展，旨
在于马新高铁招标之际向公众介绍中国高铁的经验和成就。 新华社发

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苏黎世，开始对瑞士联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在瑞士联邦主席洛伊
特哈德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新华社发

综合新华社电 1 月 16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伯尔尼同瑞士联邦主
席洛伊特哈德共同会见瑞士经济界
代表。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中瑞建交
67年来，两国关系全面深入发展，尤
其在经贸领域合作成果丰硕。瑞士
企业家凭借勇于开拓创新、追求卓越

完美的精神，在同中国的合作中总能
抢占先机，并获得丰厚回报。中瑞签
订并实施自由贸易协定对中瑞经贸
投资合作发挥了积极提振作用。我
这次访问瑞士期间双方签署的多项
合作协议，将给中瑞经贸合作带来新
机遇，增添新动力。

习近平介绍中国经济形势，强调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也需
要中国。中国有信心实现经济平稳
健康增长，在为中国人民带来更多实
惠的同时，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为包括瑞士在内的各
国创造更多合作机会。瑞士在智能
制造、金融保险、节能环保、电力、能
源、食品、医药等领域拥有先进技术

和管理经验，可以成为中国的创新战
略伙伴。中国正在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中瑞双方可以在基础设施建
设、金融、产能合作等领域积极开展
三方合作，共同开拓市场。

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伯尔尼
会见瑞士联邦国民院议长施塔尔和
联邦院议长比绍夫贝尔格。

习近平会见瑞士经济界代表

中国高铁体验展在马来西亚举办

聚焦习近平聚焦习近平
新年首访新年首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