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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 张
朔 欧阳开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2日
在人民大会堂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长
时间的会谈。

习近平提出，双方要朝着6个重点方
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第一，加强高层沟通和交往，增进战
略互信。我愿同奥巴马总统保持经常性
沟通。双方应该更好发挥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机制性对
话的作用。希望双方共同举办好下月在
芝加哥举办的第二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
会，争取尽可能多的实际成果。

第二，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两国
关系。中美作为国情不同的两个大国，应

该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
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不把自己的意
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这是两国关系保
持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第三，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中美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坚实合作基础。双
方应该扩大和深化经贸、两军、反恐、执
法、能源、卫生、基础设施等重要领域务
实合作，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动力。积
极促进两国政府、议会、地方、智库、媒
体、青年等各界交流，夯实两国关系社会
基础。

第四，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
感问题。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不
可避免。双方应该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处理敏感问题，不做损害对方核心
利益的事，全力维护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大局。

第五，在亚太地区开展包容协作。
我曾多次说过，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
得下中美两国。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
地区开展积极互动，鼓励包容性外交，共
同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
用。

第六，共同应对各种地区和全球性
挑战。中方愿同美方加强在伊朗核、朝
核、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以及反恐、气
候变化、传染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上的
沟通、协调、合作，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人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为中美关系提出6个方向

时报综合消息 北京 APEC 会议周，
中国外交空前活跃。21个经济体领袖到
齐，加拿大总理哈珀、日本首相安倍和菲
律宾总统阿基诺，也都束装赴京；APEC
峰会外，习总又召集七个小伙伴开会，商
讨互联互通。

可以说，这是中国迄今为止举办的
最受世界瞩目的一次国际会议。作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由此展现出的实
力、决策力和动员力，确实让人叹为观
止。

至少有十大红利，相信会影响中国
未来很多年。

红利一，展现中国主导权。 东道主
之便，让中国牢牢掌控议程设置；设宴水
立方，更让人有“万邦来朝”感觉。在亚
太自贸区上的博弈，在互联互通上的拍
板，其实展现的是中国的领导力和主导
权。别觉得这是自夸，这次中国的不少
举措，其他国家还是很赞成的。这就好
比是“势”，“势”立起来，下面行事就方便
多了。在以后的国际规则制定上，中国
话会越来越被人听。

红利二，互联互通获追捧。 这关系
到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谋划。大规模投
资海外基础设施，中国由此也可转移剩
余产能，输出商品、服务、规则等，从而打
通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战略通道，将“一
带一路”国家纳入中国发展轨道。互联
互通得越好，小伙伴就越多也表现越
好。从这次APEC会议看，中国这一主张
很成功，大有作为。

红利三，启动亚太自贸区。 很多人

可能有不同意见，这是不是太虚了？其
实不虚，虽然美国有些不同看法，自贸区
打了点折扣。但不要紧，在中国强力推
动下，当然还有不少国家（包括日本）也
很感兴趣，这次APEC峰会还是批准了自
贸区路线图，用习总的话说，这是一个

“载入史册”的决定。经济收益是巨大
的，而且，以后很多外交经贸决策，我们
都可以亚太自贸区名义推进。

红利四，中美管控住分歧。 奥巴马
上台后，过中国门而不入，说他没有看
法，那肯定是你看走眼了。但APEC让奥
巴马不来也得来，习奥会不开也得开。
中美两年来风风雨雨，磕磕碰碰、疙疙瘩
瘩的事情不少，习大大当可用他的外交
风格，让奥巴马来个宾至如归。领袖握
握手，不能讲一笑泯恩仇，但至少棘手问
题不用愁——矛盾不至于大到要失控
了。而中美关系只要不急剧恶化，对中
国来说就是战略机遇。

红利五，俄罗斯送来大礼。 乌克兰危
机，让俄罗斯只能求助于中国。习大大和
普京又默契相投，普京不送点礼过来，也实
在说不过去。这次上档次的礼物，就是刚
签订的西部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以后
应该还有更多礼物送上门来。

红利六，中日关系破冰了。 安倍终
于来了北京，终于见了习大大。中日达
成了四项共识，安倍反华态度也有了软
化。就像爬山，中日应该已经爬过了最
糟糕的一段山路，只要不再刻意挑衅，两
国关系会慢慢恢复正常。对日本，对中
国，这都是一件好事。

红利七，中韩自贸谈判成功。 真正
诚意来送礼的，这次除了俄罗斯，可能就
是韩国了。朴槿惠和习大大老友见面，
顺带两国完成了自贸谈判（还有一些细
节没完成）。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对外商
谈的覆盖领域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
大的自贸区。中国和澳大利亚谈判还在
继续，但韩国大礼已经呈上，这也对日本
和我们台湾地区，构成了战略压力。

红利八，北京反腐败宣言出台。 没
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现在这样大力反腐，但
应该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有这么多贪
官在海外潇洒。派中国警察去抓是不现
实（如果这样，那真是霸权了）。唯一的办
法，就是大家合作，你帮我抓贪官，我分给
你点赃款。这既显示法网恢恢，更震慑潜
在贪腐。北京反腐宣言后会是具体的行
动，中国贪官们，你们的噩耗来了。

红利九，中国外交软实力，赞！ 中国
外交很多时候被认为太硬，硬邦邦、邦邦
硬。但这次APEC会议上，软得地方已相
当软。不提新中装、夫人外交、文娱演
出，习总的几次演讲，小细节入手，自嘲
APEC蓝，上善若水的譬喻，展现的中国
文化的魅力，当然，还有领导人的魅力。

红利十（Last but not least），那就是珍
贵的APEC蓝。 北京难得地享受了一个
多礼拜，而且，习大大也说了，他每天早
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空气状况。
他要感谢这次会议，让中国下更大决心
来保护环境。他说他希望并相信通过不
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习总
都相信了，我们还能不相信！

时报综合消息 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紧
张，两国元首在北京出席APEC会议期间
偶尔的几次“不期而遇”也相当尴尬。11
月11日，“普奥会”并没有火花四溅，而是
冷若冰霜。在奥巴马和普京若有似无的
言语交流之中，美俄僵局表露无遗。

APEC会议上，普京和奥巴马见面时
气氛尴尬，聊天也若有似无。

美俄不对付 元首躲不开
现在，奥巴马和普京都在北京参加

APEC会议；过些天，他们都要去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参加G20峰会。在全世界媒体、
民众的瞩目之下，他们会面几乎不可避免。

奥巴马和普京本来就没有什么私人
交情可言，而俄罗斯和美国还在乌克兰、
叙利亚等国际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更

让双方本来就磕磕绊绊的关系雪上加
霜。偶尔几次短暂见面也不冷不热，好
不尴尬。

普京主动寒暄 奥巴马冰冷应付
11日，在北京雁栖湖畔，普京和奥巴

马共同出席APEC活动。面对秋日的北
京，普京说了一句：“真漂亮啊。不是吗？”
有趣的是，俄罗斯人普京说这句话时用的
是英语，而且脸朝着奥巴马的方向。听到
普京若有似无的搭话，奥巴马冷冰冰地回
了一句：“是。”在后续活动中就坐之后，普
京还隔着人伸手拍了拍奥巴马的肩膀，后
者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实际上，“普奥会”在多日之前的
APEC欢迎活动中就已经上演。奥巴马
和普京当时浅“谈”辄止，没有就美俄两

国之间的重大分歧深入交换意见。克里
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确认“他们的确
简单地说过几次话”，但是拒绝透露谈话
内容。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
德斯表示，奥巴马只要碰上普京，必然就
乌克兰问题向其施压。罗德斯说：“普京
总统非常清楚我们的立场。”

国际问题分歧严重
过去一年来，奥巴马和普京主要通

过电话交谈，商讨乌克兰、叙利亚等国际
问题。美国强烈谴责俄罗斯出兵乌克
兰；俄罗斯则明确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
德与美国为敌。知情人士透露说，两人
打电话的时候，气氛非常紧张，而华盛顿
和莫斯科的外交关系则掉到了冷战以来
的最低点。

俄罗斯各大媒体连日来一直保持对
在北京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的高度关注，认为会议描绘出区域性融合
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北京路线图”，而中
国正在成为进一步深化亚太地区经济合
作的引领者。俄新闻社认为，旨在推进亚
太自贸区的“北京路线图”实际上是促进
全球经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

盘点北京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成果，俄罗斯媒体对俄中两国首脑本年度
的第五次会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俄中两
国首脑在此次会议的会晤极其重要，双方
不仅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而且再次确定
了两国在亚洲安全、能源、运输和其他战
略领域的共同立场。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总裁德米特
里耶夫周一在北京表示，中国倡议的新丝
绸之路经济带将延伸至俄罗斯并可能从
俄罗斯过境，俄罗斯将有能力参加新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国投入 400 亿美元
用作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这充
分表明了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
的真诚态度。

俄媒对俄中经济合作不断取得新成
果给予高度评价，除能源合作新举措之
外，俄储蓄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
哈尔滨银行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
北京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框架下签
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协议总价值为 40
亿美元。参加北京 APEC 论坛的斯科尔
科沃基金会主席维克塞尔伯格周一称，世
界上最大的科技园——中国的清华科技
园准备参与莫斯科郊外斯科尔科沃创新
中心科技园二期建设。斯科尔科沃科技
园内将设立研究中心、实验室和中国公司
的办事处，与此同时，俄最大的科技园也
将在与中国科技园的合作框架下在清华
科技园建立俄罗斯创新中心办事处，以促
进俄创新研发。

俄各大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昨天滚动
播放了APEC经济体领导人身穿“中国制
服”参加会议的场面。俄罗斯新闻社的报
道中说，参加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的领导人身着带有中国传统服饰元素
的礼服和长裤的合影令人印象深刻。俄
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奥巴马
身穿酒红色长衫“不约而同”地出现在镜
头前引人关注。

俄媒体还对普京与奥巴马在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短暂交谈给予特
别关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透露说，普京与奥巴马在北京有过几次交
谈，时间很短，但涉及双边关系、叙利亚、
乌克兰和伊朗问题。美国政府代表也向
俄塔社证实，美俄两国总统在北京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有简短交流，但并未
对“争议问题”进行详细讨论。

俄媒体报道说，北京APEC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第二天在北京郊区雁栖湖畔举
行。亚太地区经济体领导人在会议结束时
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成立 25周年的特别
声明，展示了亚太各经济体对亚太地区一
体化发展的信心和促进该地区创新发展的
立场。会议结束后，各参会领导人还参加
了嘉宾林的栽树活动。时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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