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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ijke%lm9no56pqrstN

uvwx2yzn{|E}~����
�56�L���w����s�����
������ ����ET{|��>?�
���B�����E�� ¡¢£�¤¥
¦�§{|E��T¨©s�aªs���
nQR«56«¬�®¯�T��°±²

./0102!345678

g�n³{|E��´µ�¶·¸¹
º»¼E}½¾¿� À»E}½Á¿Â TÃ
Ä�ÅÆ�Ç»¼E}��ÈÉÈ4�ÊË
T�ÌxÍÎN euvx�nÏ´µÐÑÒÓ
ÔOÕÖ]×Ø�ÙN

ÚÛ�Ü¾ÝwÞ�ßIàjáâIãä
åæ{|Iç�èâ² jéÈêëì ! Ôn
ÏíÏÕÖIÍî|E}~�ïðñòóô
õö²

Ð̀´÷øùúûüÕýþÿÙó!"
E}~�� À#�G§þÿE}~�$t�
%�þÿE&'K()§*Ó�+,ò² e
!-./01ÿ�L´÷234567²

ÚÛ�8n[¹9_{|E}í:;<
=�� >?@É<A�nBCDTE}E
=² FG�HIÙst�[»E}J*Kñ
LE"��MNO[§´÷»P»´÷�||
E��LÇQ»R�T�ËSs²

OE},òTQ]� UznVW7ð�

¹ð¹Q² uv " û�XÏ��õYç*K
Z-g[L\�eé�]n��õwÊ^T_
`PwÊaTbcPwÊ�T:`�õTQ
ýd² OeýWfgh�PiÏgh�×j
,òklé�nÏ¹mëìñòÕÖ�Ín
oTE},òLLpq� r§TQÑs�
t§TQÛu� vw§É\xd�É\
Ý�w°,ò�yzÛ{|²

9:;<=>!?8@A@B

-ê}{~������»{|E��
}?�����M��E�{|���Zs
��g�ia�e��0gE}��e²

�s�ïE�õg�;e}?²}¹§{
|E}1��r`���§E�õg�;e}
?!=&���² n�E&�=�õãä1
�!=��ç ## _g�;eE�õèâ�²

g�O��õE&�7�x�¼�¤��
�7ç�ç�Hã�þ�*K��² e79ÿ
A�õT ;�]nG¡A¢£ÿÿ¤¥Ë
¦§9§Ë¨!²©vx�]ÿE�õwg�
;e}?�ªC�«¬®gE} $e¯°�ã
�'K5634�Lb±²gK³ÿeT´
µ²

Zs¶�ÿE��ãäÝ·¸}?²¹
ºÿE��»¼�½¾¿�§ ##% ÀÿE�
�´÷² Á�K³ÿE��´÷ÂÃÄÅ�
ÆÇ½È ## À�"& ÀK³ÿE��´÷É

¶i�X��TÊWÂË�ÌÍ�n{|E
��´÷ïðÊWÍË²

�s}ÎL�GÏ$ñ4;Ð~·¸²
¹º»¼½b� ½¾¿�§ '(! ÀÐÑ�
õ�ÌÒÓ¤¥cÔ���()½ÝÕ�ÖÝ
Õ�×ÝÕT,ò����Ø�ÙX{|E
}}$-�{Ú²

ËsTÛÜÝÞß{|E��²¹º�
�àápâ� w #" _ÜÝÞß{|E�
�² �ãR�gä_Le~�å�ú_ÜÝÞ
ß{|E��üæpLÀn�E&�=�
õ1�!=� ÌMnBCç½È #% À¾è
TEÏé�êëµ[&ì\ÜÝÞßÿE�
�g�L´÷e�í_rñLTÛÑs�v
w§îïðPÛñò�É\Ý² Ì[�®
�g�ó�¹e~�å�ôý§]�õõTö
��÷²

:C@DEF!GHI=JK

úÔøïÐÑTgE&ùúe�û�TE
FP üýTEþÿ &) Ó!T"E&#3$
MVqr�À%ôb9&Q�'()]Tæ
E*+²

#3$½]n¢,A®{Ð-.T"
E&�úÔÐÑ/E��8��Ü0½�L
_1ý²g�O{~°±¶�§�E}~��
x�2��345PmÝ5² e

�w°{|E��T¤¥67�Uzn

¶ËE}8æ��ïE}94}?²
¿�~�st²�ãR�:;<<A=

�& " v>ÀôÙ?�<AE�@¿Aß]
B�CL¼�DÜëµ[&Aß] # v%À
ôE�FG�½¿§ %* À<AE}ñ��
HIú_ÿJK§ +,- ÀéK�õÌvw
�E}PLKñ��w°{|¤Ýö��P�
��²

R�¡M°±² ív�Gÿ�67¡
M�ÿvI67¡MNý +#.! JO�nÙÐ
ÑvI67¡MNý -) JO� DÜÐÑN
ý +" JO�ÿéÐÑê�õ{¾PQIz�
RST°±ýd²

ÿ�Ê�¤gU5e/E}~�V¤gá
5e²r56ÿ�Ê�¡W�ÔÑs�?¹
ÿ�3456Xs{Y� w°úÿü¤3
4�úÿü¤¥Z² ÚÛ��ó(ÿ�Ê�¡
W56Õò� ]n[�®�[\]7P^
_ì5Pñ4`�P^3¡aPbçc4PÊ
^ædäe¯°�f��LËgÿ�Ê�¡
W56jïÿ²

0LIMNO!PQRST*

»Ohí��O¡í² ©vx�Uzn�
�¶�E&·¸}?�Àij�E&ÄÅPk
ÃP56Pl<P�m~�Cr�nÆ5oE&
jk¯â�<�Zs}Îp�qE��²

¶�E&ÄÅÂË²jébç & rÊW

ÂËë�sÂË +)!& Àt��õP#(# Àÿ
éÐÑêE��´÷�--) ÀnBxdE��
´÷u O�n���vËsì6É\ÄÅP
w�ÄÅP°xÄÅg[LÄÅeu�n -%)
À�~�õyz}¹[_{x�sâ| *-)
_,ò�r§ +-") }TQcÔ�ÌLLR
�²

Ës�ïE�õg�;e}?²¹/�;
Æ~!=P�;àápâP�;�&õöP�
;v��ïP�;<=��g�_�;e�w
° ## _n�E&�=�õèâ�O ++ û
á��[b}� #&# _g�;e�õ}?\
����[²

M�kÃ�ÿ�L~�·²¹/��d
�s����ÀrT�C<â�ÿ~�·
&O�Od���ÚÛ�Àrì6�\<
âP ��<â�ÿ~�·g���Èòe�
�P~��Õr`FR���²

Á�¶�E&56�kÃ² uv��n
K³ÿs56§E& #+ À� ÂÃæE«¬
Æµ +(# À�spâÁ1E& #-( À�Ì�
��BT�Ã²

��»¼E}J*K~�² ��§�»
E}J*KZ-T�Ôk��P�UznE&
g[ý9ãe~��ÔÑs�����w¹ú
û +" h��n»E}J*KÙ`Õ² jé
bç # r»E}J*KñòÂËë�Í�ÿ
~�·&ÂË�����²

ÚÛ��xõö�v��ï�ïL�»�
»��¤ 4PCç�4xd�³�oTE
}~����{|E����ï�P��/
¡²

LÀE&�L�F¢�L_�õ�L£c
d² !-¤$�76�F:¥¦²

!!"#$ %&'(!

!"#$%&'
!!!"#$%&'()*+,-.

� � � � 据新华社里斯本12月5日电 2018年11月
27日至12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西班
牙、阿根廷、巴拿马、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并
出席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
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行程结束之
际，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
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此访是激荡国际风云
中的一次领航之旅。出席G20峰会，校准全球经
济治理前进方向，引领中国同主要大国关系行
稳致远。欧洲拉美之行，推升“一带一路”合作
发展势头，开辟中欧、中拉关系广阔前景。习近平
主席此行顺应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
代潮流，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倡导合作共
赢，立历史之潮头，发时代之强音，为处在关键
当口的国际形势增添了稳定性，为经历深刻变
革的国际体系提供了方向感，为充满忧虑情绪
的国际社会注入了正能量。

9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70场
双多边活动。从马德里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
巴拿马城到里斯本，习近平主席走到哪里，互
信的根基就厚植在哪里， 合作的成果就收获
在哪里， 友谊的盛情就绽放在哪里。G20峰会
伊始，习近平主席作引导性讲话；G20会场外，
中美元首会晤全球瞩目。 国内外舆论持续密
集跟踪习近平主席此行全过程， 普遍称赞此
次元首外交彰显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
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一、推进二十国集团合作，运筹大国关系
发展

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G20峰会机
制启动10周年。 在世界经济风险积聚上升之
际，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峰会走向。习近平
主席发表多场重要讲话，举行多场双边会晤，
提出倡议、推动合作、增进互信、维护团结，展
现了大国领袖的视野胸怀和责任担当。

凝聚多边主义的有力共识。G20是多边合
作的重要产物和体现。 习近平主席总结G20发
展历程，指出多边主义、平等协商、合作共赢是
应对重大危机的制胜手段， 强调无论遇到什么
困难，G20成员都应团结一致、共克时艰，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的相处之道， 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
与合作，旗帜鲜明地维护多边体制。这些主张最
大限度凝聚了各方携手同行、同舟共济的意愿，
巩固了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地
位，提振了各方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信心。

阐明全球治理的重要遵循。 站在世界经济
前行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有分歧、有迷茫。

习近平主席就全球经济治理提出四个坚持：一
要坚持开放合作， 共同维护和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二要坚持伙伴精神，减少主要经济体宏观
经济政策的负面外溢；三要坚持创新引领，深入
研究新技术应用及其影响；四要坚持普惠共赢，
继续把发展问题放在突出位置。 这些倡议延续
习近平主席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的系列讲话精
神，紧扣形势变化，解答时代命题，有利于推动
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发展。

提出国际贸易的正确指南。G20在促进国
际贸易健康发展方面责无旁贷。 习近平主席在
参加峰会有关贸易议题讨论时， 指出要坚持三
个导向：一是开放导向，在互通有无、优势互补
中实现合作共赢；二是包容导向，让经济全球化
更好惠及各国、各阶层人民；三是规则导向，为
国际贸易健康发展提供稳定、 可预期的规则和
制度环境。 习近平主席阐述的政策理念立足发
展中大国定位，兼顾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与福祉，
为营造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提供了行动指南。

促进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G20是世界主
要经济体对话和协作的重要平台。 当前形势
下，各国特别是大国领导人加强沟通、增进互
信更显重要。 习近平主席指出， 大国互信是
G20最宝贵的资产，要让互信储备保值、增值。
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各方领导人举行多场会
晤，促进合作、解决问题，推动中国同有关国
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习近平主席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
会晤，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进行深入交流，为
妥善解决中美间存在的问题、 推动中美关系
发展作出了规划、指明了方向。双方就经贸问
题进行的讨论十分积极、富有建设性，达成了
原则共识。 这些都有助于维护中国的正当利
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更符合国际社会的期
待。事实将会证明，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
歧，合作需要大于摩擦。

王毅说，在中方推动下，本次G20峰会就
重大国际问题达成共识并通过领导人宣言，
向世界发出正确、积极、安定人心的信息。可

以说， 这次峰会的成功是坚持多边主义的胜
利， 再次表明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符合人心
所向、顺应大势所趋。

二、推升中西、中葡合作，增添中欧关系活力
西班牙、葡萄牙是欧盟重要成员国，也是

中国在欧盟的传统友好国家和全面战略伙伴。
习近平主席此访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3年再
次访问西班牙、时隔8年再次访问葡萄牙，掀开
双边关系新篇章，激发中欧关系新活力。

开启双边关系新阶段。习近平主席同西班
牙国王费利佩六世、首相桑切斯，以及葡萄牙
总统德索萨、 总理科斯塔等举行会谈会见，总
结双边关系发展经验， 规划未来合作蓝图，一
致同意密切高层往来、深化政治互信、提升合
作水平、巩固传统友谊，丰富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内涵，推动双边关系在新时代迈上新台阶。

拓展务实合作新空间。中西、中葡抓住共
建“一带一路”历史性机遇，期待加强发展战
略对接，扩大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推动双边
合作优化升级，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场，打造新
的合作增长点。 中国同两国分别签署约20项
合作文件，涉及经贸、科技、金融、能源等领
域，充分显示出双方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

架设人文交流新桥梁。 习近平主席抚今
追昔，讲述中国同西班牙、葡萄牙民间友好交
往的动人事例， 回顾双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历
史片段，进一步拉近中西、中葡人民的心灵距
离。 习近平主席同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人文
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文化、教育、体育、
旅游、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发挥文化中心、
孔子学院等平台作用，培养更多友好使者，增
进双方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形成多边协作新合力。中国同西班牙、葡
萄牙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相似和相
同立场。 习近平主席同两国领导人会晤时强
调，中国一贯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乐见一个
团结、稳定、开放、繁荣的欧洲。中欧双方可以
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欧盟发展战略对接，
共同推动亚欧互联互通。

王毅说， 中欧作为世界两大稳定力量和两
大主要经济体，坚持推进和平、增长、改革、文明
四大伙伴关系建设，以中欧合作维护多边主义，
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这既是维护双方共同利
益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
荣的现实需求，符合各方的共同期待。

三、拉紧中阿、中巴纽带，完善中拉合作布局
拉美是国际格局中重要新兴力量。在

习近平主席引领推动下， 中拉关系近年实现历
史性跨越。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第4次到访拉美，
也是第2次访问阿根廷、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
巴拿马， 为双边关系和中拉整体合作筑牢坚实
基础、开辟广阔前景、增添丰富内涵。

政治互信基础不断夯实。阿根廷、巴拿马
分别是中国在拉美的老朋友和新伙伴， 均将
深化对华关系视为重大战略机遇。 习近平主
席同两国领导人商定， 继续坚定支持对方自
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相互理解和支持彼此核
心利益和关切，共同助力中拉关系整体发展，
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

发展战略对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
正全面延伸至拉美。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欢迎
拉美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中拉
合作优化升级、创新发展，得到包括往访国在内
拉美国家的热烈响应。 中阿同意将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扩展至“一带一路”倡议，携手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对接双方发展规划，统筹推进各层
次各领域交流合作。巴拿马以互联互通立国，是
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互利友好合作持续深化。 中国和阿根廷同
属新兴市场国家， 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潜力巨
大。中阿签署未来5年共同行动计划以及约30项
合作文件，为下阶段双边合作提供指南和动力。
中巴建交时间虽不长， 但双边合作已呈现全面
推进之势。 习近平主席会见出席中巴经贸合作
论坛的企业家代表， 鼓励双方企业界抓住天时
地利人和的良好机遇，努力扩大合作。

中拉关系内涵更为丰富。 习近平主席阐
述的中国对拉美政策既一以贯之， 又与时俱

进， 赋予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丰富时代内
涵，有助于更好推动双方合作、更好指引中拉
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各自人民。拉美各
界对此强烈支持， 认为中国重视拉美实现自
主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对拉美国家从未指手
画脚，始终平等相待，是拉美发展振兴道路上
不可或缺的朋友、真诚可靠的伙伴。

王毅说， 习近平主席此次拉美之行到访南
北两站，是对中拉整体合作布局的完善，也是中
拉关系蓬勃发展的写照。 中拉合作是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互帮互助，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不会触
动谁的奶酪，只会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将为国
际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四、阐释中国道路与理念，展现自信包容
形象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
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国际社会关心中国
内外政策走向和未来发展前景。 习近平主席
此访期间精辟阐释中国发展道路和理念，同
各国领导人分享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增进了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认同， 体现了睿智笃
行、开放自信的大国领袖风范。

弘扬改革开放，昭示中国机遇。习近平主
席介绍改革开放进程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发
展、扶贫减贫等情况，强调中国将通过新一轮
高水平改革开放，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
各国共同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为全球发展事
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将每
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向世界进一步
敞开中国市场， 呼吁各国共同营造自由、开
放、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大环境。

坚持和平发展，彰显中国作用。习近平主
席向外方领导人阐释中国外交政策理念，强
调中国坚持和平发展， 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事实再次证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汇聚起各国人民
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在国
际上日益深入人心、广受欢迎。

王毅最后说，习近平主席此访是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又一次成功实践 。 今年以来 ，
习近平主席先后展开4次出访， 亲自擘画4大
主场活动，进一步完善了全方位、立体化、多
层次的对外工作布局。登高望远天地阔，纵横
捭阖自从容。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无论面临怎样的外部形势，不
管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 中国走向民族复兴
的脚步都不会停滞，万水千山只等闲。

万水千山只等闲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西班牙、阿根廷、巴拿马、

葡萄牙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