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甫
抵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就 立 即 与 美 国 各 界 广 泛 接
触，为推动中美两国关系身
体力行。在华盛顿州当地政
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
的欢迎宴会上，习近平发表
演讲，就新起点上推进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携手合作促
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提出

“尤其要做好”4件事。
第一，中美应正确判断

彼此战略意图。
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合

作的推进，中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已经取得显著进步。美
国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两个经济体。

对于中国发展的态势，
美方表现出过度的担忧，近
年 不 断 采 取 一 些 所 谓 “ 平
衡”举措。虽然美方宣称不
针对特定国家，但国际社会
都明白美国“平衡”的对象
就是中国，这对增进中美战
略互信、推动中美合作毫无
益处，反会徒增双方产生战
略误判的可能性，给两国关
系 及 亚 太 局 势 投 下 阴 影 。
值得庆幸的是，中美已开始
采取制度性防范措施，如去
年两军达成重大军事行动相
互通报机制等。但就总体而
言 ， 中 美 互 信 建 设 不 是 多
了，而是远远不够。即便已
经建立的制度，也还需两国
在实践中努力落实。

第二，中美应坚定不移
推进合作共赢。

中美合作有着无限潜力
和巨大空间。双方经济目前
都进入调整期，都需要一个
双向平衡、质量较高的双边
投资协定，以满足双方对市
场开放的新需求，这就需要
两国提速相关谈判。在能源、环保、
交运以及基建等方面，中美开展的双
边与多边合作方兴未艾。然而由于历
史原因，中美两军防范甚于合作，这
不符合当前国际社会对于联合反恐、

反海盗、防扩散、防气候灾变
的需求，更不符合中美合作的
需要。因此，中美两国武装力
量应在联合军演等基础上，推
动国际维和、地区维稳等方面
合作迈出新的步伐。

第三，中美应妥善有效管
控分歧。

中美存在矛盾与分歧并不
可怕。目前是两国关系比较稳
定与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管
控好分歧，使中美关系始终不
偏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
方向，是中美在处理双边关系
时应该恪守的准则。

就美国而言，推动“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是
为了在国际贸易中扬长避短，
扩大自身优势。就中国而言，
倡议“一带一路”、互联互
通，是为加强亚欧地区的基础
建设，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
发展与合作创造条件。如果摒
弃冷战思维，二者非但不存在
竞争关系，反而有无限的合作
机会。而且，这种合作思维完
全可以扩大到维护东海、南海
和平等各个方面。

第四，中美应广泛培植人
民友谊。

中美合作的目的是为了两
国、亚太与世界的福祉，中美
合作的成果应该为两国人民所
普遍分享，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应该为两国国民所普遍认同。
两国发展长期稳定积极的合作
关系，必须有身后的民意基
础。为此，厚植中美关系民意
基础，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的根本保证。相信习近平访
美，将增进中美人文交流与合
作，进一步夯实中美合作大厦
的根基。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
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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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美国西雅图9月22日电
（记者杜尚泽、陈星星） 国家主
席习近平 22 日在西雅图出席主
题为“清洁能源与经济发展”的
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并发表讲
话。

习近平充分肯定本届省州长
论坛聚焦低碳经济发展，指出这
非常切合当前中美两国和国际社
会共同面临的挑战。习近平强
调，地方合作对发展国家关系有
着重要作用，国与国关系归根结
底需要人民支持，最终也服务于
人民。地方是最贴近老百姓的。
过去30多年，中美关系发展得益

于两国地方和人民支持，未来仍
然要依靠地方、造福地方。近年
来，中美地方交流合作呈现新的
蓬勃发展态势。两国建立了43对
友好省州、200 对友好城市。当
前，在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
展、中美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深
化的背景下，两国地方交流合作
有着更广阔天地。双方要有效利
用中美两国经济巨大体量带来的
机遇，共同分享中美两国改革发
展的政策利好，努力发掘中美地
方优势互补的潜能，加强贸易、
投资、农业、信息产业、汽车产
业、环保等方面合作。重视人文

交流，在教育、旅游、体育、青
年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共同谱
写中美地方合作新篇章。（讲话全
文见第二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
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在美中关
系和世界发展的重要时刻到访美
国。美中两个重要国家在广泛领
域保持密切合作对世界有利。很
高兴双方在发展低碳经济、清洁
能源等领域正拓展合作，本届论
坛就此达成重要共识。当前我们
面临的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不
是任何国家独自能够解决，需要
美中携手，推动国际社会共同作

出努力。
出席论坛的中美省州负责人

介绍了各自同友好省州交流合作
情况，纷纷表示愿通过密切地方
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深入发展。

中美省州长论坛系根据中美
两国元首共识于 2011 年成立。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华盛顿
州州长英斯利、艾奥瓦州州长布兰
斯塔德、密歇根州州长斯奈德、俄
勒冈州州长布朗和中国四川省、北
京市、重庆市、浙江省、山东省、陕
西省负责人出席本届论坛。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
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出席中美省州长论坛并发表讲话

共同谱写中美地方合作新篇章

图为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图为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图为习近平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并
发表演讲。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图为习近平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并
发表演讲。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本报美国西雅图 9 月 22 日电
（记者杜尚泽、廖政军） 国家主席习
近平22日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
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
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习
近平强调，中国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经济将保
持平稳较快发展。发展依然是当代中
国第一要务，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
于改革，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
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愿同
各国一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中美两国要坚持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共同
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
美两国人民幸福、为世界各国人民幸
福作出更大贡献。

当地时间下午5时15分许，习近
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会长傅强恩、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会长欧伦斯陪同下步入宴会厅，全场
起立欢迎。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
要演讲。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

一段很不平凡的历程。中国梦是人民
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我们用
了 30 多年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跃
居世界第二，13 亿多人摆脱了物质
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
未有的尊严和权利。这不仅是中国人
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的
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
展事业的重要贡献。同时，我们也清
醒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人民要过上美好生
活，还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发展依
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
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将保持平
稳较快发展。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
增长 7%，增速仍然居世界前列。中
国经济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但这是
前进中的问题。我们将统筹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
保持中高速水平。政府的职责是维护
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发展
资本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定价

机制是中国的改革方向，不会因为前
段时间股市、汇市波动而改变。

习近平指出，中国发展的根本出
路在于改革，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
会关上。我们将以敢于啃硬骨头、敢
于涉险滩的决心，义无反顾推进改
革，坚定不移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
向。我们将保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
益，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
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
场环境。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依法治国
的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推动司法公
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
保障。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
者，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国际社
会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
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
作的网络空间。中国将继续推进反腐
败斗争，愿同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反腐
追逃合作。中国人民希望在这方面得

到美国支持和配合，让腐败分子在海
外永无“避罪天堂”。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我们刚刚纪念了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 周年。历史的启迪是和平发展
是人间正道。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
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无论
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不称霸、永
远不搞扩张。我们愿同各国一道，构
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
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坚决维护以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
序和国际体系。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不是推倒重来，
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
革完善。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
中国也要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我们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设立丝路基
金、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等，目的是支持各国共同发展。我们
积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是要推动形成自由开放、方便快捷、
充满活力的亚太发展空间。我们倡导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是要同地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一
道，维护好亚太和平和安全。

习近平指出，2013 年，我同奥
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达成
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
要共识，这是双方共同作出的重大战
略抉择。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携手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尤其要做好几件事。第一，正确判
断彼此战略意图。我们愿同美方加深
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

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
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
眼镜观察对方。第二，坚定不移推进
合作共赢。合作是实现利益唯一正确
选择。要合作就要照顾彼此利益和关
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中美应该
和能够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我们应
该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共同促进
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深化在多边机制
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全球性挑
战上的沟通和合作。第三，妥善有效
管控分歧。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
在不同看法、存在分歧在所难免。最
关键的是双方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
异，采取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
共识，努力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
第四，广泛培植人民友谊。国家关系
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中美两
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美友
好，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中方
支持未来 3年中美两国互派 5万名留
学 生 到 对 方 国 家 学 习 ， 中 美 将 在
2016年举办“中美旅游年”。中国将
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创造更多便利条
件。（演讲全文见第二版）

美国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美中
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菲尔茨、商务部
长普里茨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
席希尔斯、前国务卿基辛格、西雅图
市市长默里、前驻华大使骆家辉等先
后致辞。他们表示，奥巴马总统和美
国人民期待着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
的国事访问，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
访。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中国领导人的
英明领导、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努
力、太平洋两岸的合作下在短短几十
年内即取得了成功。“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目标不仅标志着
中国的又一巨大进步，也会使美中在
经济、政治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在
经济领域，双方各自的经济增长越来
越关乎彼此利益，需要双赢的经济政
策。在政治领域，我们要将美中关系
从不断解决具体问题的状态提升到建
设新的国际秩序的高度。习近平主席
此访将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一步。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宴会。

欢迎宴会由华盛顿州、美中贸易
全国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
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美国政府、友好
团体成员等约800人出席。

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携手合作携手合作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尤其要做好几件事尤其要做好几件事：：

第一第一，，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
第二第二，，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
第三第三，，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妥善有效管控分歧
第四第四，，广泛培植人民友谊广泛培植人民友谊

习近平出席华盛顿州和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

愿同各国一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坚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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