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国内·广告

责任编辑 郑和玲 组版 边强
2017 年 4 月 10 日 星期一

把中美关系的大厦建设得更牢、更高、更美
——记习近平主席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4 月 6 日至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
朗普举行会晤。初次谋面，坦诚相见，两
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美关
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开启合作共赢
新篇章。
友谊之旅 增进互信
海湖庄园，
东临碧波无垠的大西洋，
西
连水鸟飞旋的沃思湖，
蓝天澄净，
棕榈摇曳。
6 日下午 5 时许，习近平主席的车队
驶入海湖庄园。18 名礼兵列队致敬。主
楼门前，中美两国国旗分列两侧。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下车
来，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娅上前迎
接，宾主握手寒暄。
美国新政府就职不到百日，
中美两国
元首实现会晤，
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重要
一笔。国际舆论认为，这一安排表明，中
美两个大国正积极寻求建设性合作。
大变动、大调整，当今世界各种不确
定性正在增加。中美关系作为世界稳定
“压舱石”的作用更加凸显，中美加强合
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上升。
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更好发展，中
国展现出大国的战略思考和自信气度。
去年 11 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习近平主席致电祝贺，指出发展长期健
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
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5 天之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通电
话，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
发达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需要
合作和可以合作的事情很多。
今年 2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
第二次通话，强调中美两国发展完全可
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双方完全能够成
为很好的合作伙伴。
特朗普表示，美中作为合作伙伴，可
以通过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达到历
史新高度。他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到海
湖庄园举行会晤。
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认为这是一次
长时间的“极其真诚的”电话交谈。
不远万里，应邀而至。特朗普总统

将习近平主席夫妇请进主客厅。
“习爷爷
中美关系抱有良好愿望和热情的建设
好！彭奶奶好！”特朗普特意安排自己的
者，把中美关系的大厦一层一层建设好，
外孙和外孙女同中国贵宾见面。两个天
使之更牢、更高、更美。
”
真可爱的孩子用中文演唱歌曲《茉莉花》
45 年前，中美重启交往大门。45 年
并背诵了《三字经》和唐诗。
来，中美关系不断发展。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热情鼓
习近平主席说：
“中美关系今后 45 年
掌，夸赞他们中文讲得好，还把一份小礼
如何发展？需要我们深思，也需要两国
物——一对熊猫毛绒玩具送给孩子。
领导人作出政治决断，
拿出历史担当。
”
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元首外交一直
美国媒体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未
扮演着引航指路的角色。领导人建立良
来之问”迅速作出评价：西方人只考虑眼
好关系举足轻重。
前一两年，最长不过 5 年。而中国人的维
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总统主动邀
度是 50 年、100 年、甚至 200 年。
请习近平主席来海湖庄园，就是希望两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美关系发展
人在家庭气氛中尽快熟悉起来。
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平稳中有波折、前进
国 际 媒 体 评 论 说 ，这 是 一 次“ 无 脚
中有迂回。在新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
本”的会晤。从一对一会见到大范围会
得更大发展，尤需“一层一层建设好”的
耐心与担当。
谈，从家庭茶叙到一同散步，从欢迎晚宴
“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
到工作午餐……24 个小时中，两国元首
数次见面，进行深入友好交流，话题无所
好，
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
习近
不包。仅原定半小时的一对一会见就持
平主席朴素的话语中蕴含着深刻哲理。
7 日上午，两国元首举行第二场正式
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两位领导人意犹未
会晤。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介绍了中国
尽可见一斑。
习近平主席表示，
我们举行的中美元 发展理念，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
展道路，不奉行你输我赢的理念，不走国
首会晤是一次匠心独具的安排，
这对于中
强必霸的老路。
美关系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我们将
面对新形势，
中美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不断巩固发展这样的友好关系，
对推动中
看两国发展——中国，正在为实现
美关系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造福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各国人民，
尽到我们的历史责任。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力前行；美国，处在
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发出年内访华邀
历史的十字路口，特朗普总统正致力于
请，
特朗普愉快接受邀请，
期待尽快成行。
使“美国更加伟大”。中美两国都希望发
“我同习近平主席谈得很好，建立了
展，也都需要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
非凡的友谊。此次会晤取得重要、丰硕
看国际大势——乱变交织的世界，
成果，有力推动了美中关系向前发展。”
面对变革的关键当口。逆全球化暗流涌
特朗普说。
动，不确定性侵扰人心。作为世界前两
未来之问 定调定向
大经济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肩负
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赠送的一幅书
法作品意味深长——
着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责任。
为深化友好合作而来，为世界人民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
福祉而来。海湖庄园会晤成果超出预
期，向世界表明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
欢迎晚宴上，习近平主席一番话发
正确方向。
人深省，为下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确定基
合作之路 通向未来
调、指明方向——
清风拂面，草木芬芳。7 日上午，习
“中国有句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
近平主席同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主楼前草
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带领两国对发展

坪上并肩散步，边走边谈，继续着两国友
好合作的话题。
此前举行的大范围会谈进行了整整
一个小时。从双边关系到重大国际及地
区问题，坦诚交流、不避分歧，探寻共识、
拓展合作。
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大局，是两国唯
一正确的选择。既要高瞻远瞩，也需脚
踏实地。
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说：我们愿意
在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拓展
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敏
感问题，让两国人民从中美关系发展中
有更多获得感。
特朗普回应：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
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
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
——为合作，建立更加稳定化的机
制安排。
两国元首确认，要充分用好全面经
济、外交安全、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
人文等四个新建的对话合作机制，继续
加强在经贸、两军、人文等各领域合作。
元首会晤期间，全面经济对话、外交安全
对话机制率先同步启动。
——为合作，确定重点领域实现早
期收获。
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强调，推进双边
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健
康发展，探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
领域务实合作。中美要做大合作蛋糕，
制定重点合作清单，争取多些早期收获。
——为合作，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美双方要
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尽到我们的
历史责任。从共同推动有关地区热点问
题妥善处理解决，到拓展在防扩散、打击
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再到
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
织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和协调，中美合
作展现出深远的世界意义。
海湖庄园会晤，掀开中美关系新的
一页。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安委会

第三批安全生产
巡查组进驻八省
日前，
国务院安委会 8 个安全生产巡查
组陆续进驻北京、
河北、
浙江、
福建、
江西、
重
庆、宁夏、新疆等 8 个省级人民政府开展第
三批巡查。今年巡查结束后，将首次实现
全国省级政府的安全生产巡查
“全覆盖”
。
巡查组至少在地方工作 1 个月以上，
以查问题、促整改为主要任务，着重检查省
级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情况、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的意见》情况、遏制重特大事故工
作开展情况、完善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情况、健全安全监管体制机制情况、推进依
法治安情况、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情况
和加强安全基础能力建设情况等。
据了解，今年的安全生产巡查工作将
加大企业现场查处和曝光力度。对现场抽
查企业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巡查组直接提
出处理意见，并督促地方认真查处落实。
去年，国务院安委会已分两批对天津、
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
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
南、陕西等 16 个省级人民政府开展了安全
生产巡查工作。
（据新华社电）

遗失启事
康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513321600064546 遗
失作废。
****
丹巴县国土资源局发土地使用证，
丹巴国用（1997）第710号遗失作废。
所有权人：
丹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泸定县国税局于 2014 年 01 月 24
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513322600046541 遗失作废。
泸定县新仙鹤石磨豆花莊
康定市地方税务局发税务登记证
副本，
川地税字 51362319630223132001
号遗失作废。
康定县帝标家居（余群辉）
甘孜州九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513324600013244 遗失作废。
九龙县百信通讯
白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513331600007147 遗
失作废。
白玉县永红肉摊（罗永生）

在新起点上推动
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新华社评论员
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元首会
晤。4 月 6 日至 7 日，
美国佛罗里达
棕榈滩的海湖庄园见证中美关系
发展的又一历史性时刻：
习近平主
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美国新
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元首首次会
晤。两国元首进行了超过 7 个小
时的深入交流，
就中美关系和共同
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
见，加深了彼此了解，增进了相互
信任，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建立
起良好工作关系。这次积极和富
有成果的会晤，
为中美关系发展奠
定了建设性基调，
指明了双方共同
努力的方向。这不仅对中美关系
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也向全世
界释放了中美共同致力于维护世
界和平发展的积极信号。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
系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
搞坏。”这“一千”与“一”的比喻精
辟而深刻。翻阅历史，
中美关系正
常化 45 年风雨历程表明：
中美两国
关系好，
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
利，对世界也有利。展望未来，中
美关系下一个 45 年何去何从？问
题的答案关乎两国和世界命运，
需
要两国领导人作出政治决断，
拿出
历史担当，
在新起点上推动中美关
系取得更大发展。
一部中美关系发展史，也是
双方务实合作不断深化的历程。
建交以来，两国从没有政府协议
到如今建立逾百个政府间对话机
制，贸易额由 1979 年不足 25 亿美
元增至 2016 年 5196 亿美元，双向
投资累计超过 1700 亿美元……不
仅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也反复印证着“合作是中美两
国 唯 一 正 确 的 选 择 ”的 深 刻 道
理。会晤期间，从宣布建立外交
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
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
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并启动外
交安全、全面经济两个对话机制，
到同意将在贸易投资领域深化务
实合作，从增进两军互信和合作，
到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的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为新形

势下中美合作赋予更加丰富的内
涵、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坚持
互利共赢，做大合作蛋糕，中美完
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共
同办成一些大事，更好地造福两
国、惠及世界。
“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
有 差 别 ，世 界 才 多 姿 多 彩 ；有 分
歧，各国才要聚同化异。
“ 妥善处
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分歧”，
是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
重要保障。随着时代的发展，中
美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
合作的需要远远大于分歧。只要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
采取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
共识，就能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
点，推动两国关系步入更加稳健、
成熟的“不惑之年”，走上一条让
两国人民安心、让世界各国放心
的宽广大道。
万丈高楼平地起。人文交流
是中美关系大厦的地基。从 230
多年前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远
渡重洋来到中国，到如今每年超
过 475 万人次往来于大洋两岸的
交流盛况，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穿越时空、薪火相传。心灵相通
的真挚感情，让人们对中美关系
的未来更添信心。
“ 惟以心相交，
方成其久远”，加强人文交流，扩
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通过推动
校 际 合 作 、旅 游 业 合 作 、艺 术 交
流、体育合作、医疗卫生合作等方
式，为人文交往搭建更多平台，就
能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
础，为中美关系长期健康发展提
供更多正能量。
中国古人说：
“ 合抱之木，生
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美
国诗人摩尔说：
“胜利不会向我走
来，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从阳
光遍洒的海湖庄园出发，中美关
系再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只要我们坚定方向、锲而不舍，以
实际行动不断巩固已建立起来的
关系，深化友好合作，就能推动中
美关系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稳
定、繁荣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历
史责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泰文版在曼谷正式发行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外文局、中国驻泰王国大使
馆共同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泰文版首发式 7 日在泰国曼谷
国会大厦举行，包括泰国政要、文
化界和新闻出版界等约 300 人出
席首发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收
录了习近平主席自 2012 年 11 月至
2014 年 6 月的讲话、谈话、演讲、答
问、
批示、
贺信等79篇，
目前已用16
种语言面向全球发行620万册。本
书泰文版由中国外文出版社与泰国
民意出版集团合作翻译出版。

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
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学农耕 知艰辛
当日，广西南宁市滨湖路小学邀请一些懂种植的学
生家长来到学校，为学生们讲解水稻种植方法，并让孩
子们亲身体验水稻插秧，品味农耕艰辛。目前滨湖路小
学在校园里专门开辟土地供孩子们种植粮食和蔬菜等，
让学生们了解农业知识，培养他们的节俭意识及观察、
动手能力。
4月9日，
孩子们在南宁市滨湖路小学学习平整稻田。
➝4 月 9 日，两名家长在南宁市滨湖路小学给孩子们
示范水稻插秧。
新华社 发

不能让搞团团伙伙成为
“政治资源”
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出现
的一个“新名词”引起人们的注意——
“政治资源”。透过剧情不难发现，虽然
被包装得颇有学术味儿，但“政治资源”
其实就是所谓的“后台”。
领导干部获取“政治资源”有截然
不同的方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
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用切切实实的业绩和日积月累的奉献
赢得群众口碑，他们的“政治资源”是
用 民 心 铸 就 的 ，人 民 就 是 他 们 的“ 后
台”。而借助攀附权贵、依靠结党营私
取得“政治资源”，谋求职务升迁，甚至
形成人身依附、山头主义、圈子文化。

这种小圈子里的“政治资源”，就是政
治生态中的污泥浊水，严重背离党的
性质宗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是污染
政治生态的祸根、滋生贪污腐败的温
床，必须坚决铲除。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明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纪律刚性约
束，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
拉帮结派。
要引导干部正确看待“政治资源”，
首先要补足精神之钙，坚定理想信念，
加强党性锻炼，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

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培育健康
清明的政治生态。与此同时，要坚持好
干部标准和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选准用
好干部，尤其要注意发现、推荐、任用那
些不跑不要、埋头苦干的“老实人”，防
止出现“小圈子”
“小团体”等问题。
领导干部只有尊重群众的心声、心
愿、心念，俯下身子当好人民公仆，才能
赢得最大的政治资源——民心。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电话：
（0836）2835756

电子信箱：gzrb@gzznews.com

8 日，
由全国妇联主办的
“中国
妇女儿童慈善奖 （2015－2016）”
表彰大会在京举行。全国妇联主
席沈跃跃出席会议并讲话。
沈跃跃要求，
各级妇联和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决贯
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于慈善事业的决策部署，
进一步
增强做好妇女儿童慈善事业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挥慈善在家

庭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推动妇
女儿童慈善事业创新发展。要严
格管理、规范运作，把党的温暖和
社会的关爱传递给广大妇女儿童，
团结引领广大妇女儿童听党话、
跟
党走，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据悉，两年来，儿基会和妇基
会共筹集社会资金、物资逾 22 亿
元，超过 2700 多万名妇女儿童从
中受益。
（本栏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