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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美国西雅图9月23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3日在西雅图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

习近平高度评价工商界长期以来为推动
两国经贸合作、 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
双赢的。美国企业在华活动和中美企业合作，
为中国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美国企业也收
获了丰厚利润和回报，推动了美国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近年来对美国投资也方兴未艾，为
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当前，中美两国经
济面临着新形势，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深
化中美经贸合作， 对两国发展和世界繁荣具
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强调，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
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仍将保
持长期稳定的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有巨大
的潜能、回旋余地、内在韧性，完全有条件长
期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 为世界经济提供广

阔市场和坚实支撑。 结合正在制定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我们将大
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走绿色循环低
碳发展之路，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我们
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促
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指出， 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将会
越来越大。 我们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
开放战略，继续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
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 中国正在实施新一轮
高水平对外开放， 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幅减少外
资准入限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中美双方正
在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协定将在更大程
度上放松中美市场准入限制， 建立更加开放
透明的市场规则，这符合中国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的大方向，也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美经贸合作有着巨大潜
力。 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中美经济存在很强
的互补性，两国经贸合作空间更大，机遇更多。
我们支持美国大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
中心， 鼓励更多美国中小企业来华拓展业务。
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投资也将持续增长。

主持座谈会的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和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汇报了中美企业家座
谈会讨论情况和两国企业家对深化中美经贸
合作的建议。 姜增伟介绍了中国企业家对加
强中美投资合作的积极意愿， 表示希望美国
政府为中国企业投资美国提供平等机会和公
平条件。 保尔森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22日晚
在美国友好团体晚宴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表
示美国企业家都欣见中国改革发展成功，美
中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的共同
努力为双方在清洁能源等产业的合作提供了
更多机遇。 陪同出席座谈会的美国商务部长

普里茨克表示，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发
展， 美方同样认为世界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
受益， 愿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加强同中方的合
作。

国际商业机器、迪士尼公司、陶氏化学、
阿里巴巴集团、中国银行、联想集团等中美企
业负责人就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经济合作、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市场准入和两国政府的
投资审查、跨国并购、中国梦和美国梦、低碳
经济、 产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中小企业融
资、知识产权保护、中美产业技术合作等发表
了看法。 万向、腾讯、新奥、中国远洋运输、中
国建筑工程、双汇、工商银行、伊利、玉皇化
工、复星、百度、海尔、波音、微软、亚马逊、星
巴克、思科、杜邦、伯克希尔·哈撒韦、通用汽
车、苹果、霍尼韦尔、凯悦酒店、百事、沃尔玛、
福特汽车、威士、高盛、联邦快递等中美两国
30多家大企业负责人出席。

据新华社美国西雅图9月23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23日在西雅图参观波音公
司商用飞机制造厂。

习近平指出， 波音公司是中美经贸
合作的支持者、 参与者、 推动者， 为两
国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波音同中
国的合作是中美经贸互利合作的典范。
大河有水小河满。 中美关系发展好了，
美国企业同中国的合作就有了更好条
件。 希望波音公司进一步提高同中国的
合作水平， 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
发展多做贡献。

习近平登上一架即将交付中国厦门
航空公司的波音-787飞机， 同员工们亲
切交流。 在波音公司举行的欢迎仪式
上， 习近平在致辞时表示， 中国同波音
的合作跨越了时代， 实现了共赢。 中国
发展将给美国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为双方开展更高水平、 更高层次互利合
作开辟新空间。

波音公司成立于1916年， 总部位于
芝加哥， 是全球最大的航空航天公司和
世界领先的飞机制造商。

习近平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

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双赢

据新华社美国西雅图9月23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23日参观美国微软公司总
部。

当地时间下午3时15分许， 习近平和
夫人彭丽媛乘车来到微软公司总部，受到
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创始人盖茨
夫妇、 董事长汤普森的热情迎接。 公司员
工代表列队鼓掌欢迎。

习近平指出， 微软公司1995年正式落
户中国以来，在华业务拓展迅速，也推动了
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当前，科技创新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这给包括
微软在内的美国科技企业带来巨大商机。

纳德拉向习近平夫妇介绍了微软公
司在中国的发展近况。 在微软公司前瞻技
术展示中心，工程师向习近平夫妇展示了
3D“全息眼镜”设计摩托车造型和美国气
象数据可视化系统，以及中国公司运用微
软技术生产的生态系统硬件产品。 习近平

仔细观看了展示， 希望微软同中国的伙伴
深化合作， 生产更多惠及人类生活的智能
产品，给大家带去方便和快捷。

在微软公司大厅， 习近平会见了参加
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的双方代表。 习近
平强调，当今时代，社会信息化迅速发展，
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对一国
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越来越具有重大意
义。中美都是网络大国，双方理应在相互尊
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就网络问题开展建
设性对话，打造中美合作的亮点，让网络空
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参观期间， 习近平接受了微软赠送的
“柳林海”号船模。 1979年，“柳林海”号来
到西雅图， 结束了中美几十年不通航的历
史。 习近平向清华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联合
创办的全球创新交流学院赠送水杉树苗。

微软公司是全球最大软件公司， 总部
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的雷德蒙德市。

据新华社美国西雅图9月23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23日参观美国塔科马市林
肯中学。

下午5时10分许， 当习近平和夫人彭
丽媛乘车来到林肯中学时， 塔科马市市长
史蒂克兰德和林肯中学校长埃尔文早已迎
候在校门前。 习近平夫妇在史蒂克兰德市
长和埃尔文校长的陪同下来到学校体育
馆。训练课后，习近平愉快接受了学生们赠
送的橄榄球和橄榄球衣。

随后，习近平夫妇走进教室，同师生们
交流。 师生们齐声用中文“你好”欢迎习近
平夫妇。 师生们有的描述了游历中国的经
历，有的表达了去中国看看的向往，对中国
文明、中国人民的喜爱溢于言表。习近平对
师生们热爱中国表示高兴， 欢迎大家多去
中国看一看。习近平指出，中国文化博大精
深，教育可架起一座桥梁，把中美两国人民
联系在一起。

在学校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 习近平
发表讲话。习近平指出，教育是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 青少年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
时光。 希望同学们珍惜韶华，脚踏实地，刻
苦学习，为将来成就一番事业打好基础。中
美同学们要携起手来， 推动中美关系走向
更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向林肯中学赠送了介绍中国的
图书、乒乓球桌以及球具。 习近平强调，希
望两国青少年加强交流，增进友谊，继续为
中美关系这座大厦添砖加瓦。 希望这些关
于中国的书籍能成为你们眺望中国的窗
口。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也欢迎大家多
到中国走走看看，体验和感知中国，更全面、
更深刻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喜爱中国。

塔科马市位于华盛顿州普吉特湾南
端， 距离西雅图51公里，1994年与中国福
州市结为友好城市。 林肯中学成立于1913
年，现有约1500名学生。

习近平参观波音公司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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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参观微软总部

习近平参观林肯中学

9月2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观美国塔科马市林肯中学。 这是习近平夫妇走进教室， 同
师生们交流。 新华社发

9月2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附近的雷德蒙德市参观美国微软公司总部。 这是习近
平向清华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联合创办的全球创新交流学院赠送水杉树苗。 新华社发

两国30多家大企业负责人出席

责任编辑 孟姣燕 肖丽娟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9月24日， 在中央
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
统筹协调下， 我国司法、 执法和外交等部门
与美方密切合作， 将潜逃美国14年的贪污贿
赂犯罪嫌疑人邝婉芳强制遣返回中国。 这是
继9月18日美方强制遣返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
杨进军后， 中美反腐败司法执法合作的又一
重要行动。

邝婉芳， 女， 广东开平人， 1967年出生，
涉嫌共同贪污犯罪， 2001年外逃美国。 案发
后， 中美两国加强司法执法合作， 邝婉芳在美
国被成功定罪并入狱服刑。

贪腐者， 虽远必追， 腐败分子在任何国家
都无容身之处， 回国投案自首才是唯一的出
路。 下一步， 广东办案机关将依法对邝婉芳涉
嫌贪污贿赂犯罪行为展开全面调查。

美再次向我强制遣返
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

据新华社美国西雅图9月23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3日在西雅图出席美国
侨界欢迎招待会。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梦
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相信广大旅美侨
胞一定能够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作出独特贡献。

习近平在讲话中代表祖国和人民向在美国
工作和生活的全体同胞致以问候和祝愿。 习近
平指出， 广大旅美侨胞顽强拼搏、 艰苦创业，
为美国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 赢得了美国人民
尊重。 150年前， 数以万计的华工漂洋过海来
到美国， 参与建设美国太平洋铁路， 铺就了通
往美国西部的战略大通道，成为旅美侨胞奋斗、
进取、奉献精神的丰碑。旅美侨胞关心祖国前途
命运， 积极支援祖国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
斗争，踊跃支持祖国建设，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 为祖国发展、 统一和民族复兴作出重要贡
献。 旅美侨胞是中美关系的参与者、建设者、推
动者， 在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间架起友谊和合
作的桥梁。中美关系30多年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同广大旅美侨胞不懈努力密不可分。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国内“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 经济发展形势和和平发展道路， 并向侨
胞们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积极融入美国主流社
会， 遵守驻在国法律， 尊重当地习俗， 同各族
裔人民和睦相处， 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二
是发挥学贯中西、 融通中美的优势， 为中美互
利合作牵线搭桥， 为中美关系增加正能量， 为
中美友谊大厦添砖加瓦。 三是积极主动宣介中
华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
的了解， 夯实中美关系民意基础。

美国侨界代表致辞， 热烈欢迎习近平和夫
人彭丽媛， 表示华侨华人虽身在海外， 但根在
华夏， 情系祖国， 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祖国发
展和统一， 为促进中美两国友谊和合作作出更
大贡献。

习近平出席美国侨界
欢迎招待会并讲话

为中美友谊大厦
添砖加瓦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24日举行的国
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
中美两军关系等问题答记者问。

吴谦说， 根据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
巴马总统关于中美两军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
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共识， 两
国国防部就上述“两个互信机制” 建设开展了
密切有效的沟通与合作。 9月18日， 双方就重
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
报” 附件、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
相遇” 附件完成正式签署， 这标志着“两个互
信机制” 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果。

他表示， 这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决策
的务实举措， 对于双方增进战略互信、 避免误
解误判和海空意外事件具有积极意义， 将为推
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中美
新型军事关系作出贡献。

他介绍， “军事危机通报” 附件的宗旨是
通过使用国防部直通电话， 改进和规范军事危
机信息相互通报， 以减少风险、 增进互信， 主
要内容包括军事危机通报机制的目的、 范围、
目标、 程序和组织实施等。

“空中相遇” 附件是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
为准则的组成部分， 主要明确了军用航空器空
中相遇时双方飞行员保持安全飞行的规则， 以
及沟通联络基本原则、 建立或发布危险区或警
告区的特定区域规则、 和平时期安全保证措
施、 突发情况现场协调规则等内容， 旨在确保
飞行安全， 避免发生海空意外事件， 增进相互
信任。

旨在避免发生海空意外

中美两军签署
空中相遇互信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