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对于普通中国百
姓， 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人文
交流高层磋商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求
学、交通、卫生、文化生活等会因为这次对话产生
哪些改变？记者结合成果清单进行了一番梳理。

对于有意赴美留学或进修的人来说，今后
选择范围将更加广泛。中方承诺推动50所美国
传统非洲裔大学联盟院校与50所中方院校建
立“中美百校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意味着在
未来4年将有更多非洲裔美国学生来华留学，
中国学生也有更多机会前往美国。

同时，中美双方还就推动职业技术教育领
域合作签订备忘录，以促进中国高职院校与美
国社区大学之间的交流。

对于文艺爱好者，卡内基音乐厅全美青年交
响乐团将于明年7月来华演出。明年5月，北京将举
办“相约北京艺术节———美国主宾国”系列活动，
里士满芭蕾舞团的艺术家将前来献艺。

据全国政协副主席、 科技部部长万钢介绍，
中美即将启动心血管、脑血管、呼吸疾病、肿瘤和
结核病的研究。两个星期之后，双方专家将举行研
讨会、项目评审，确定共同支持的项目。

“中美都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怎样为全
社会提供效能高、 价格低的有效药物十分重
要。”万钢说，双方此次探讨了如何营造生物制
药企业的创新和合作的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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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曾楚禹 孟姣燕 ◎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
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财
政部长雅各布·卢等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

习近平表示，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取得了
积极成果，释放了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
要信息。 双方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沟通交流。我欢迎奥巴马总统今年
11月来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并访华，也愿意继续通过通信、通话
等方式同他保持沟通，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
题及时交换意见， 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方
向。 双方还要加强其他领域对话和交往。二
是促进合作。 我们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加

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强两军交往，在气
候变化、绿色发展等领域力争达成合作共识
和协议， 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沟通和协
调，同其他各方一道，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
定。三是减少麻烦。双方要求同存异、求同化
异。 凡是有利于为两国关系注入正能量的，
都要做“加法”；反之，都要做“减法”。

习近平指出，中美建交35年来，两国关系
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经验教训弥足珍贵、值
得记取。 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构建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大
方向，增进互信，扩大利益契合点，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展。

克里和雅各布·卢表示，两天来，我们
同中方同事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和磋
商。奥巴马总统欢迎并希望看到一个强大、

繁荣、 稳定的中国， 美方绝对无意遏制中
国，无意同中国对抗、冲突。美方希望美中
关系取得更多成果，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朝
着早日达成双边投资协定的目标积极努
力，加强两国经济伙伴关系。奥巴马总统非
常期待再次访问北京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0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
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
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
代表、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

李克强表示，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
大于分歧， 要坚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正
确方向，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的原则落到实际行动上， 这不仅有利

于两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至关重要。
中方愿同美方保持高层交往， 拓展各领域
务实合作，加强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
沟通与协调，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妥善处理矛盾和摩擦，促进中美关系长
期健康稳定发展。

李克强指出， 中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
经济互补性突出。中方愿同美方推进双边投
资协定谈判，争取早日达成互惠的高水平协
定；在能源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
设等领域打造合作亮点，为两国经济、就业
创造双赢机会。希望美方采取切实措施放宽
民用高技术物项对华出口，在能源及相关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开展
对华合作；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国际
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复苏作出应有贡献。

7月9日，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海口舰驶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码头。当地时间9日下午，中国参加“环太平洋-2014”演习的3
艘舰艇陆续驶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驶往演习海域。 新华社发

我海军舰艇驶往演习海域
“环太平洋-2014”多国联合军演

习近平李克强分别会见美国国务卿和财长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

为中美关系注入正能量做“加法” 综合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中美两国10日就战
略、经济、人文三方面达成约300项合作成果。这些成
果为今年11月中美元首会晤打下良好基础， 为构建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正能量。

这些成果是两国多部门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期间达成的。为期2天
的对话和磋商于10日在京闭幕，发表3份联合成果清单。

战略对话成果清单显示， 两国元首将继续通过访
问、会晤、通话、通信等方式保持经常性沟通。双方表
示， 将共同努力为今年11月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做好各
方面准备工作。

双方同意加强在反恐、执法、反腐、海关、渔业、海事、
残障人士保障、能源与气候变化、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经济对话达成90多项成果，涉及强化经济政策合
作、 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提升全球合作和国际规
则、支持金融稳定和改革四方面。

一大亮点是，双方就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
达成“时间表”，同意争取2014年就BIT文本的核心问题
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
判，这被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称之为“历史性进展”。

美国欢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 承诺对各类投资者
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 承诺美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的
外国投资项目使用相同规则和标准； 承诺继续与中方
就外国投资者审查程序中的概念进行讨论和解释；承
诺在出口管制改革过程中给予中国公平待遇。

双方同意加强金融合作，包括影子银行、场外衍生
品改革、跨境监管、会计准则等领域合作。双方欢迎就
《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达成政府间协议，以打击逃
税。美国承诺将中资金融机构视为合规。

人文磋商成果清单显示，中美在教育、科技、文化、
体育、妇女和青年6个领域达成104项成果，这是磋商
机制成立至今成果最丰硕的一次。

中美宣布将积极推动双向留学规模大幅增加。中
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将在美国成立普林斯顿国际数理
学校， 这是中国教育部批准首家由中国学校在美国创
办的纳入美国基础教育建制的国际学校。

中美将加强博物馆、演艺团体、学术机构之间的交
流。莫言将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出席“世界领袖
论坛”。体育方面引人关注的是，美国NBA将与中方开
展多项合作，包括选派教练来华授课等。

双方承诺为建立一个更加稳定、 和平与繁荣的亚太
地区做出努力， 并就亚太事务加强沟通与协调。 双方认
为，中美两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负有重要责任，将就朝
鲜半岛核、伊朗核、阿富汗等问题保持密切磋商与协调。

中方强调双方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 尊重
各自对发展道路的选择， 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分歧和摩
擦。中方重申了在台湾、涉藏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中方重申了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要
求美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恪守不选边站队的承诺，
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双方达成约300项成果

赴美求学选择更多
中美对话成果将改变百姓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