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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重重挑战，我们既要增强紧迫感，也要
保持理性，登高望远，以负责任态度把握世界经济
大方向。”

在南半球充满希望的阳春时节，习近平主席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
在第一阶段会议上发表引导性讲话，深刻分析人
类历史大势，明确提出了二十国集团引领世界经
济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的四点倡议，赢得与会
领导人高度认同，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尽管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但危机的深层次影
响仍未消除，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各
类风险加快积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
发深刻变化，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压力不断增
加。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世界经济再一
次面临历史性的选择。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
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
题，关乎各国利益，考验人类智慧与道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近代以来的世界历
史充分表明，不同选择曾经给世界带来迥异的历
史轨迹，人类有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成功故事，
也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从历史大势看，人类发
展进步大潮滚滚向前，世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但
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产
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不断延伸和拓展，带动了生
产要素全球流动，助力数十亿人口脱贫致富。各
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在这一进程
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无论前途是
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这
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逻辑。

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10周年，也是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10周年。10年前，在国际金融
危机最紧要关头，二十国集团临危受命，秉持同舟
共济的伙伴精神，把正在滑向悬崖的世界经济拉
回到稳定和复苏轨道。这是一次创举，团结战胜
了分歧，共赢取代了私利。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
出的：“10年来，我们同舟共济、勠力同心，推动世
界经济走出衰退深渊，走上了复苏增长的轨道。
10年后，我们应该再次拿出勇气，展示战略视野，
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从历史大
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从历史使命中坚定信
心、勇于担当，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二十
国集团责无旁贷。

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就要坚持开放合作、伙伴精神、创
新引领、普惠共赢。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了四点倡议：坚持开放合作，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坚持伙伴精神，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坚持创新引领，挖掘
经济增长动力；坚持普惠共赢，促进全球包容发展。应当看到，二十国集
团成员间月均新增贸易限制措施比半年前翻了一番，2018年全球货物贸
易量增速可能下滑0.3%。应当懂得，伙伴精神是二十国集团最宝贵的财
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二十国集团成员都应该团结一致，共克时艰。习
近平主席提出四点倡议，顺应开放融合的历史潮流，把握浩荡前行的历史
大势，明确了二十国集团的责任使命，彰显了中国智慧与胸怀。正如许多
与会领导人所说的，各方应该加强团结，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
平衡、包容发展。

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一个团队的努力是乘法。二十国集团把握规
律、引领方向，坚定信心、携手合作，就一定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让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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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30
日电（记者霍小光 黄尹甲子） 当地
时间11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
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中俄印领导人非正
式会晤。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印度总理莫迪就新形势下中俄印合作
深入交换意见。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
加强三方协调，凝聚三方共识，增进三
方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
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国、俄罗斯、印度
都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互为重要
战略合作伙伴。三国拥有广泛共同利
益和相似发展目标，对地区和世界未
来负有重要责任。当前形势下，中俄

印三国的共同发展和密切合作，成为
世界格局演变中越来越重要的稳定性
和确定性力量。

习近平指出，过去十几年，三国本
着开放、团结、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精
神，积极开展三方对话合作，取得重要
进展。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要进一步推
进中俄印合作。中俄印要倡导新型国
际关系，不断巩固政治互信，结伴而不
结盟，推进大国关系的良性循环、合作
共赢。要加强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
家、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多边机制中的
协调配合。中俄印要推动贸易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旗
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共同

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维护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利益。中俄印要积极倡导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加
强国际和地区反恐合作，推动热点问题
的政治解决进程，在维护国际和地区和
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普京表示，俄中印互为友好国家，
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发展起
良好关系。当前世界形势下，俄中印
加强合作符合三国自身利益，也对世
界有积极意义。三国要致力于建设更
加公平、公正的国际体系，促进世界和
平与稳定，加强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包
括二十国集团议程上的合作，推进欧
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建设对接。

莫迪表示，我们三国就当今世界
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十分必要。
国际形势中不确定性上升，单边主义、
小集团倾向抬头，对多边主义带来挑
战。发达国家未能兑现对发展中国家
的援助承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任重道远。印中俄作为世
界主要国家，有责任保持密切沟通，在
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促进经济繁荣、
共享发展经验、共迎新挑战方面积极
发挥作用，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多
边体系。

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
中俄印合作机制。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晤。

习近平出席中俄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30
日电（记者刘华） 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
斯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发展顺应
时代潮流和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具有
强大内生动力和广阔前景。今年以
来，中俄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各领域合
作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明年是中俄
建交70周年，这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
主线，届时要举办隆重热烈、丰富多彩
的庆祝活动，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
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习近平强调，中俄要继续保持元
首年度互访的传统。相信在两国元首
引领下，中俄关系定将蓬勃发展。要
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
对接，深化经贸、金融、能源、科技等合
作。要完善两国地方合作机制布局，
为两国地方合作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要密切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
边机制内的协调，推动各方坚定维护
多边主义，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
价值和基本原则，支持贸易自由化、便
利化，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普京表示，俄中保持密切高层交
往十分重要。当前俄中各领域合作取
得显著成效，双边贸易迅速增长，制造
业、高科技、农业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大项目顺利实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
中有效协调。俄方致力于同中方深入
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继续密切协调，
为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共同努力。

两国元首还就当前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丁 薛 祥 、杨 洁 篪 、王 毅 等 参 加

会见。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 12月 1

日电（记者王海清） 当地时间12月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
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法关系保持
高水平稳步发展，势头令人鼓舞。明
年是中法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法方
一道，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
上新台阶，并带动中欧关系取得更大
发展。

习近平强调，为巩固两国关系发
展良好势头，双方要继续加强高层交
往，用好各层级和部门间对话交流机
制。要推动务实合作，扩大双向贸易
和投资。我们要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加强在气候变化、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伊朗核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协
调，以实际行动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
秩序，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
制。昨天，中国、法国、联合国三方气
候变化问题小范围会议取得良好效
果，发出了积极信号。中方愿同法方
加强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的合作。

马克龙表示，今年 1 月我访华期
间，同习近平主席就法中关系今后发
展规划了路线图，很高兴两国关系正
沿着我们既定的方向发展，能源、空间
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果。法方积
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博鳌亚洲论
坛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的扩
大开放举措，赞赏中方努力改善外资
在华营商环境。明年是法中建交 55
周年，双方应共同举办好一系列庆祝
活动。法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
推进核能、航空、旅游等领域合作，欢

迎中方扩大对法投资，也希望增加法
国对华出口。法方坚定主张多边主
义，愿同中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继续
相互支持，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推
动国际社会共同遵守和落实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并推动欧中关系不断向
前发展。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30
日电（记者黄尹甲子） 当地时间 11
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习近平指出，中土都是重要新兴
市场国家。两国要加强团结合作，共
享发展机遇，共迎风险挑战。近年来，
我同总统先生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
领中土战略合作迈上更高水平。希望
两国主管部门密切配合，全面落实我
们达成的共识，努力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果。

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土耳其为
实现稳定发展所作的努力。中方愿同
土方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反对保护
主义、单边主义，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共
同利益。

埃尔多安表示，很高兴土中关系持
续发展深化。土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
层交往，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愿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深化经贸、投
资、航空、旅游合作。土方愿同中方在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沟通合作。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会见。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 12月 1
日电（记者黄尹甲子） 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习近平指出，中德关系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密集。作为
全方位战略伙伴，两国在多边机构和
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我
们愿继续同德方保持密切合作，共同
为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努力。

习近平强调，中德应该坚持互利
共赢。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今年
以来陆续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市场开放
举措。我注意到不少德国企业已成为
各自领域新开放政策的首批受益者。
双方可以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中德合
作向更高质量、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
进。中方视德国为“一带一路”建设重
要合作伙伴，愿同德方推进亚欧互联
互通。中德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贸
易大国，应该继续共同维护自由贸易，
反对保护主义。我们愿同德方一道，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共
同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

默克尔表示，德中关系发展良好，
两国保持高层交往，各领域交流合作
顺利推进。很高兴德国企业正在成为
中国扩大开放政策的获益者。德方愿
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基础
设施建设、技能培训等领域拓展第三
方市场合作。德国杜伊斯堡港正在更
多地参与“一带一路”有关项目。德方
赞赏中方致力于多边合作，坚定维护
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面对复杂
多变的国际形势，德中双方要密切沟
通和协调。德方支持加强欧中合作，
愿为此发挥更大作用。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会见。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
法国总统土耳其总统和德国总理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
30日电（记者刘华） 当地时间30
日上午，应阿根廷总统夫人阿瓦达
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和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
斯艾利斯峰会的部分国家领导人
配偶共同参观奥坎波故居。

彭丽媛等首先前往故居庭院
草坪出席欢迎酒会，欣赏女子弦乐
四重奏演奏阿根廷特色乐曲并亲
切交流。随后，大家在故居前合

影，参观故居室内陈设并听取有关
故居历史文化、建筑风格介绍。彭
丽媛表示，参观奥坎波故居让人近
距离感受到阿根廷文化特色。希
望中阿两国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民
心相通。

奥坎波生活在19世纪末至20
世纪 70 年代，生前是阿根廷著名
女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故居现为
阿根廷国家历史文物和重要历史
文化展示地。

彭丽媛出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配偶活动

上图 ：11 月 25 日，在江苏省
苏州市东山镇，一位果农挑着刚
采摘的橘子行走在晨雾笼罩的果
园中。

下图：11 月 24 日，游人乘船在
江苏省盱眙县天泉湖“水上森林”景
区内游览（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图为工人在唐山市路南区双新里住宅小区的一栋楼顶上加盖防晒防

漏屋顶。河北省唐山市为了改善老旧小区内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居住
品质，今年年初启动老旧居民小区改造工程，为老旧居民楼更换管网，墙
体加装保温层，楼顶加盖防晒防雨顶棚。据介绍，该工程计划用3年时间
改造521个老旧小区。截至目前，已有146个老旧小区改造完工。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唐山：老旧小区改造惠民生

新华社合肥12月1日电（记
者徐海涛） 近期，中科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等机构的学者们合作，
通过研究石墨烯泡沫的扫描电子
显微镜镜像，成功构建了一种三维
孔片网络拓扑模型，并引入参数和
几何量实现了对其力学行为的有
效评估。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美国
化学会·纳米》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石墨烯泡沫是以准二维石
墨烯作为基本组件，以无序堆砌
为主要建构方式铰接而成的三
维多孔材料，由于兼具石墨烯与
多孔材料的优点，受到国际科技
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不
清楚其性能背后的物理机制，造
成理论与实验的严重脱节，限制
了应用。

我国学者成功构建
石墨烯泡沫材料网络拓扑模型

镜观中国
新华社国内照片一周精选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记者乌梦达） 记者 1 日从北京市
委组织部了解到，北京“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机制已经在 169 个街乡
进行了试点，下一步将全面推开。

不久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专门审议了《“街乡
吹哨、部门报到”——北京市推进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
索》。“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来自北
京的基层创造。北京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张彤军表示，群众的诉求就是
哨声，“吹哨”就是建立快速响应、有
效解决群众诉求的机制，分级统筹
协调、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

“报到”就是向基层报到、向一线报
到、向群众报到，树立到一线解决问
题的导向，围着问题转、围着群众
转，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

北京将全面推开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12月 1日
电 （记者尚升） 受较强冷空气影
响，自 11 月 30 日晚间起，新疆多地
出现大风、降雪极端天气，导致新疆
民航、铁路、公路受到影响，人们出
行受阻。

记者从新疆铁路部门了解到，
截至目前，风雪天气共导致 10 趟
旅客列车停轮避风，4 趟旅客列车
停运。公路方面，12 月 1 日零时，
因 大 风 因 素 ，G3014 高 速 公 路 、
G217 国道部分路段出现风吹雪、
沙尘暴，造成能见度低，不具备安
全通车条件，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对 G3014 高速公路克南收
费站至乌尔禾匝道收费站路段以
及 G217 国道乌尔禾至白碱滩路段
实施双向交通管制。与此同时，乌
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因积雪较
大、跑道不能满足航班起降标准，
进出航班大面积延误。

风雪天气致新疆
铁路公路通行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