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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 11 月 29 日电在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号角报》发表题为《开创中阿关系
新时代》的署名文章，引发阿根廷各界热烈反响。

阿根廷各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即将进行的访问对阿
根廷来说是历史性机遇，希望两国间的交流能够更加深入和
广泛，同时希望二十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取得积极成
果。

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教授、阿中研究中心主任帕特里西奥·
朱斯托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对两国关系“相互
信任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兼收并蓄的好知音”的定
位。他说：“中国如今是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农产
品出口目的地国，两国贸易关系近些年来攀上一座又一座高
峰。习近平主席即将对阿根廷进行的访问是历史性的。阿根廷
必须把握好这一历史机遇。”

阿根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罗超西说，中阿两国自
1972 年建交、特别是 2014 年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
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展和
深化，阿根廷人民对中国制造、中国文化更加了解和喜爱。
在阿华侨华人也分享了两国关系长足发展的红利。“我们期
待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阿能为阿根廷带来更加热烈的中国风，
使两国在经贸往来、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上升到新的高
度。”

阿根廷官员、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在

文章中提出的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
流、增强协调配合四点主张，为两国携手开创阿中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新时代、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经济学专家卡罗拉·拉蒙-贝
尔翰表示，近年来阿中高级别交流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相信
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进一步加深阿中对话，让未来两国有更
多交流契机、增加互信。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议员袁建平认为，习近
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及的“期待更多阿根廷高附加值产
品及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助力阿根廷从‘世界粮仓’向‘世界
超市’转型”对阿根廷很重要。他说，阿根廷是传统农牧业国
家，以粮食出口为主，如今通过中国的巨大市场来带动国家
经济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成为“世界超市”，正是阿根廷
经济发展所希望的。

刚参加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阿根廷门多萨省
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部长马丁·克希纳对习近平主席在署
名文章中“欢迎阿方继续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深感振
奋。“我看到了中国对高质量食品的需求，而阿根廷具有提
供高质量食品的传统，相信两国合作定有更灿烂的未来。”

种植大豆的家庭企业主费尔南多·卡努洛说，阿根廷与
中国在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期待两国在贸易、
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多，让双方都有所收获。

中国葛洲坝集团与阿根廷企业组成的联营体目前正在
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建设孔拉水电站。该水电站项

目是阿根廷的“百年梦想”工程。水电站大坝建设者米利
安·多帕索说，能够参与如此重要的工程是莫大的荣耀，
这一工程可以推动该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感谢
中国的贡献。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孔子学院阿方院长帕特里
西奥·科内赫罗对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及的“‘中国
热’、‘汉语热’在阿根廷热度不减”深有感触。他说，近十年来
越来越多的阿根廷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我
想他们是看到了两国关系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说，阿根廷人有引以为豪的
两双脚，一双用来踢足球，另一双用来跳探戈。对此，阿中足
球合作项目阿方执行秘书长巴勃罗·迪亚斯表示，足球在文
化和友谊方面连接起了阿根廷和中国。希望双方在足球领
域的合作能够为加强两国人民的交流作出贡献。

谈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时，习近
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表示，中方将在“为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凝聚共识”主题引领下，全力支持阿方举办一届成功峰会，
也对这次峰会充满期待。对此，帕特里西奥·朱斯托表示，他
认为当前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坚持多边主
义原则，在此基础上，二十国集团等机制将继续稳固发展，
国际合作也将更有成效，“相信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一定会
在中国的贡献下取得积极成果”。

(主笔记者：赵焱；参与记者：裴剑容、
蒋国鹏、倪瑞捷、吴昊、崔元磊)

期待习主席来访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阿根廷各界热议习主席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9 日在钓
鱼台国宾馆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
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韩正表示，举办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是中俄两国元首达成
的重要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本次论坛高度重视，专门
发来贺信。能源合作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俄务实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
领域之一。在两国元首的亲自关注下，经过两国政府和企业的
共同努力，中俄能源合作持续积极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韩正指出，中俄同为具有重要全球影响的大国，承担着合
作保障全球能源安全、推动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使命。
中俄两国能源合作具有显著的互补优势和协同优势，是长期、
稳定、深入的合作。为使中俄能源合作保持积极发展势头，韩正
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企业主体，本着互利共赢、商业可行的

原则，广泛协商接洽，积极探讨和务实开展项目合作。二是坚
持创新驱动，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与能
源产业深度融合，加大创新投入，加强能源科技基础研究合
作，开展关键技术、核心装备和先进标准联合攻关，为中俄能
源合作注入新动力。三是坚持金融支撑，推进“能源产业+金
融”合作，促进金融机构在项目全周期深度参与，研究创新融
资方式，为中俄能源合作项目保驾护航。四是坚持谋划长远，
挖掘中俄能源合作新的增长点，不断拓展能源各领域上中下
游全方位一体化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格局。

俄罗斯联邦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执行
秘书、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出席开幕式，宣读俄罗斯总
统普京的贺信并致辞。

本次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主题为“进一步深化中俄能
源贸易、投资及金融的全方位合作”，来自中俄双方有关部

门和近 90 家企业的 400 余人参加开幕式。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记者朱超)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29 日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
来华出席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能源发展战
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

韩正表示，中俄两国能源合作是长期、稳定、深入的合
作，有着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按照两
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深化在能源贸易、油气勘探开发、
能源技术装备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大金融支持，积极推进重
大项目合作，共同推动中俄能源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谢钦表示，俄中能源商务论坛为两国企业对接战略性
大项目合作提供了新的重要平台。俄方愿意在“一带一路”
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框架下，进一步推动俄中能
源合作走宽走深走实。

中 俄 能 源 商 务 论 坛 在 北 京 开 幕
韩正宣读习主席贺信并致辞 会见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29 日在京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人民政
协工作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回答了人民
政协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
战略性重大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
最新成果，是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根
本遵循。本次常委会会议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主要议
题，是增强“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
的体现，是以持续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武
装促进政协工作质量不断提升的重要举
措。

汪洋指出，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核心是牢牢把握推动人
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这一新时代人民政协
的新方位新使命，深刻认识这是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
容，是人民政协鲜明特质的集中体现，是
贯穿人民政协性质职能的核心要义。要
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
内涵和精神实质，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方
位、锚定使命任务，切实担负起把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
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
来的政治责任，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和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

汪洋强调，新时代新方位新使命拓
宽了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空间，政协工
作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为重大，需要新
的观念、新的探索。政协委员要保持新时
代奋斗者的姿态和干劲，着力增强履职
尽责的意识和能力，做一名合格的人民
政协制度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

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政协全国
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政协全国委员
会提案工作条例。会议表决决定，增补张
效廉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和
农村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冉万祥不再担
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金学锋
不再担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
驻会副主任；免去学诚民族和宗教委员
会副主任职务，接受其请辞第十三届全
国政协常委、委员；接受杜江涛请辞第十
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议追认关于撤销
孟宏伟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
定。

闭幕会上，高小玫、温思美、全哲洙、曲凤宏、张大方、郭庚茂等
6 位全国政协常委作大会发言。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工程
师林鸣应邀作题为“跨越伶仃洋的国之重器——— 港珠澳大桥的建
设与启示”的学习讲座。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
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
永清、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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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即将在阿根廷首
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在过去一年中，接任 G20 主席的阿
根廷组织了哪些工作？本次峰会将如何为今年的 G20 活动收
尾？让我们通过一些数据走近 G20 的阿根廷时间。

为期 2 天、4 场活动、1 个主题、3 个重点议题

今年的 G20 相关活动即将在为期两天的领导人峰会达
到高潮。

峰会主要活动包括 3 个阶段会议和 1 场领导人闭门会
议，围绕“为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这一主题，基础设
施、未来就业、粮食安全这 3 个重点议题进行讨论。

30 余位领导人

峰会期间，将有共计超过 30 位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相

聚布宜诺斯艾利斯。

除了 G20 成员领导人以外，永久嘉宾国西班牙、特邀
嘉宾国智利和荷兰、东盟主席国新加坡、非盟主席国卢旺
达、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加勒比共同体主
席国牙买加等国领导人以及一些重要国际组织领导人也将
受邀出席本次峰会。

80 余场会议、5000 余名代表、11 座城市

去年 12 月接替德国成为主席以来，阿根廷已经围绕
G20 工作协调举办 80 余场各级别会议。其中，仅财长和央
行行长会议以及农业、能源、数字经济等专业部长会议就多
达 14 场，并形成 11 份会议宣言。

据本次峰会官方网站统计，共有超过 5000 名各国代表
参与了贯穿全年的会议，他们的脚步抵达了全球许多地方，
仅在阿根廷境内就走过 11 座城市。

两条渠道、“三驾马车”

峰会前期举行的会议旨在扩大共识、固化成果，为即将
到来的领导人峰会做好准备。G20 峰会采用协调人和财金渠
道双轨筹备机制，按照协商一致原则运作，目前无常设机构。
G20 主席采取轮换制，前任主席德国、候任主席日本与现任
主席阿根廷组成“三驾马车”，共同参与今年的峰会进程。

10 周年、第一次

在成立初期，G20 每年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2008
年，G20 升格为领导人峰会。今年适逢 G20 峰会机制启动
10 周年，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表示，作为南美洲第一个举办
G20 峰会的国家，阿根廷“倍感自豪”。

(记者李家瑞)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 11 月 28 日电

数读 G20 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
十三次峰会将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阿根廷首都布
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此次峰会在全球化、多边主义、自由贸
易体制等遭遇阻力之际召开，又适逢 G20 峰会机制启动 10
周年，备受瞩目。

中国一贯重视并积极参与 G20 合作。中国领导人出席
了历次 G20 峰会，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胸怀和担当，在 G20
舞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中国印记。

贡献智慧

10 年前，G20 峰会机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应
运而生。10 年来，G20 峰会在应对金融危机、稳定世界经
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成绩斐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对这一机制贡献突出。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宋立水认为，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积极参与 G20 这一多边机制的政
策协调，对控制金融恐慌和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逐渐平息后，G20 峰会更多着眼于如何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就此提出一系
列重要理念和主张，与世界共享中国智慧。

在 2013 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上，中国提出“发展创
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等理念。在 2014 年澳大利亚布里
斯班峰会上，中国提出“创新发展方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等主张。在 2015 年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上，中国强调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推动改革创新”“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建议。

2016 年，中国成功举办 G20 杭州峰会。杭州峰会以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有力推动
G20 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被誉为 G20 合作史
上的一座里程碑，充分体现了中国对 G20 合作的全力支持
与贡献。2017 年的德国汉堡峰会延续落实了杭州峰会的诸
多共识。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指出，
正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突出作用，让 G20 愈发成为一个
更适合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平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表示，中国是
G20 机制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G20 峰会启动 10
年来，中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提出的一系列理念
和方案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明
了方向。

践行理念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
系，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
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促进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2013 年至 2017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未来 15 年，中国预计将进口 24 万亿美元的商品，吸
收 2 万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

陈凤英指出，中国对 G20 平台上提出的中国理念和方
案充满信心，是因为中国有行动。在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
下，中国坚持扩大开放、支持多边主义、全力推进南南合作，
在各方面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宋立水表示，去年以来，在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之
际，中国相继出台扩大开放的种种举措，对维护自由贸易体

制、稳定经济全球化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和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表

示，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意义
重大，为应对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难题提供了良方。

卡瓦略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为例指
出，进博会是中国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典型事例，
让世界看到中国维护自由贸易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实际行
动。

延续共识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
各国观察人士期待中国以及其他 G20 成员在峰会上发出维
护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声音，向世界释
放积极信号。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艾伦·白睿告诉记者，两年前中国成
功举办 G20 杭州峰会，相信中国将在本次峰会上继续发挥重
要作用，带来更多的全球化构想。

阿根廷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福列表示，中国在 G20 峰会
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现阶段各国讨论话题持建设性态
度和立场，“相信并期待未来中国继续推动 G20 取得更加积
极务实的成果”。

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国家服务研究院国际制度法规研究
中心主任马林娜·拉里奥诺娃说，两年前，杭州峰会达成的
“杭州共识”有力推动了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此后的汉堡峰
会确认杭州峰会多项成果，期待这些共识能在本次峰会期间
得以重申和延续。

(执笔记者：刘健；参与记者：赵焱、陈威华、栾海、赵旭、顾震球、
孙晓玲、王慧慧、王可佳、杨士龙、李飞虎、刘晨、朱东阳、刘品然)

G20 峰会十年变迁 中国印记愈发鲜明

静待 G20 峰会

▲ 11 月 27 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架飞机飞过
G20 峰会会场——— 科斯塔·萨尔格罗会展中心。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将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新华社记者李明摄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记者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 29 日表示，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和多边
贸易体制应该得到有效维护。中方望 G20 国家共同努力，推动
G20 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达成积极务实经贸成果，为构建创新包
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贡献。

此次峰会将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阿根廷举行。高峰在
当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G20 峰会机制发展十年来，在全球
经济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实现了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
制的转变。目前，贸易投资机制已成为 G20重要的合作支柱。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特别是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亟需各方合作应对。高峰
说，中方愿与主席国阿根廷以及其他各方一道，进一步加强贸易投
资领域合作，保持市场开放，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进一步深化发
展领域合作，继续把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重要工作，
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分享全球化红利；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支
持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自由贸易。

此外，WTO 近日发布的一份声明称，近半年来，G20 国家采
取了大量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所涉贸易规模约是前一个时期的 6
倍。对此高峰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全球自
由贸易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应该得到有效维护。中国希望与所有
经济体一道，共同建设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高峰说，G20 成员 GDP 占全球总量的 86%，贸易额占全球的
近 80%。中方希望与各成员一起，就国际贸易等议题进行坦诚、深
入、建设性对话，努力推动取得积极成果，为新形势下全球经贸可
持续增长注入新动力。

商务部：望 G20 国家共同维护

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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