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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毓洛）一个人不管走多
远，最宝贵的是历经沧桑仍然怀有赤子之心，
不忘达则兼济天下的中国文化核心大义。在
毕节，我们看见恒大扶贫铁军对这个中国道理
知之愈深、信之愈笃、行之愈实，他们信仰的力
量注定可以照彻人心而永耀。

“我从没见过这么抗拒外人的五岁孩子，
她是第一个。”回忆起起三年前的刘起敏，恒大
扶贫队员这样说到。

如今的小起敏已经七岁了，现在的她在儿
童福利院里的草坪快乐地玩耍。这一切的转
变，只因恒大集团在2015年的一个决定。

恒大在毕节：幼有所育老有所养
恒大扶贫队员们第一次到小起敏家拜访

时，她穿着脏兮兮的衣服，顶着蓬乱的头发站
在一个破旧的泥屋前。回应大人们的询问时
她双手插腰，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

母亲外出打工，至今杳无音讯。她与父亲
和年迈的爷爷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父亲在一
场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不但花光了家中所有

积蓄，还欠下了一大笔债务，家里大小事务全
倚仗年老多病的爷爷操持。

随着恒大集团结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大
方县后，小起敏的生活有了改变，她第一次像
普通孩子一样拥有了零食和玩具。

扶贫团队通过对大方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大数据分析发现,像小起敏这样农村贫困家庭
的留守儿童、孤儿和困境儿童,一共有 4993
名。通过“一助一”自愿结对帮扶平台,恒大员
工将爱心点对点地传递给了大方儿童。

帮扶之后，刘起敏被接到恒大儿童福利院
生活，并就近在不远处的恒大十一小读书，每
天都有专人接送。该福利院是大方县首个专
门对全县困境儿童进行集中养育的政府机构，
由恒大集团捐资修建，一共可以集中养育300
名儿童。目前，从各乡镇送来的首批符合特困
供养条件的孩子已全部入住。

修建儿童福利院只是恒大集团对特殊困
难群体生活保障扶贫的举措之一。截至目前，
恒大集团已在大方援建了1所慈善医院、1所

养老院、1所儿童福利院，并设立2亿元“恒大
大方慈善基金”，为孤寡老人养老就医、困境儿
童生活学习和贫困家庭就医提供补助。

在特困群体生活保障扶贫方面，恒大不仅
要实现幼有所育，更要实现老有所养。恒大敬
老院占地面积约41.58亩，建筑面积1.2万多平
方米，设有床位400张，由恒大集团捐资5000
万元建设，于2017年10月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在敬老院中，我们可以看到院内的宿舍都
是三人间，每间房设有卫生间、闭路电视、暖气
管道。同时，院内还配有一整套完善的娱乐健
身设施，健身房、棋牌室、台球室、乒乓球室、阅
览室、理发室一应俱全，老人们的业余生活完
全不会枯燥。敬老院院长杨全勇说：“凡是入
住的老人，从衣服到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都
由院里统一发放。一日三餐也根据各个季节
的营养需求调整菜单，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老
人，院内还专门安排养护人员将饭菜盛好后送
到他们的手里。”

许家印：饮水思源报社会
恒大结对帮扶大方县就要满三年了。三

年前，恒大集团无偿投入30亿资金，计划通过
产业扶贫、异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吸纳就业
扶贫、特困生活扶贫等一揽子综合措施，帮扶
大方县18万人口到2018年底稳定脱贫。如今
与约定的大方县脱贫出列时间距离不到 30

天，恒大队员们也拼命冲刺阶段，只为了小起
敏们的一张张笑脸和老乡们发自内心的一句
感谢。

恒大集团和许家印之所以如此重视扶贫、
热爱公益，媒体用一句话评价：“穷过的许家印
更懂穷人苦。”

“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
会给的，我们应该去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应该
回报社会，我们必须回报社会。”许家印曾在多
个场合强调，企业一方面要做好自身的经营、
管理和发展，多解决就业、多缴税、多创造社会
财富；另一方面要饮水思源、回报社会，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投身慈善公益和脱贫攻坚。

据了解，恒大已捐赠到位60亿元扶贫资
金，其中定向捐赠给大方县的30亿资金全部
到位；已协助毕节各级政府帮扶30.67万人初
步脱贫（截至 2017 年底），已助力黔西县于
2018年9月成功脱贫摘帽。到2020年底，还要
帮扶72.46万人稳定脱贫。

成立22年来，恒大累计为民生、扶贫、教
育、环保、体育等慈善公益事业捐款100多亿
元，已累计纳税1850多亿元，每年为社会解决
就业260多万人，为践行社会责任、助力民生
改善做出了应有贡献。恒大集团用多年行动
践行了“饮水思源，回报社会”这八个字。

幼有所育 老有所养 恒大奏响扶贫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当地时间12
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
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
行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国际社
会积极评价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认
为会晤将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
向，并向世界传递积极信号。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问
题专家罗伯特·库恩表示，此次会晤
是美中两国在关键时刻举行的一次
元首会晤，令人有足够理由对两国
关系发展保持乐观。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
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说，双方同
意就经贸问题恢复磋商是积极的一
步。尽管一次会晤不能解决美中之
间所有问题，但这次元首会晤无疑
令美中关系重拾积极势头。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达雷尔·韦斯特认为，中美同意通过
继续协商的方式解决贸易问题，将
推动两国关系朝积极方向发展。美
中经贸关系联系紧密，未来应保持
这一态势。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
研室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说，中
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表明中美双方
愿意通过协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英国多家主流媒体2日在报道
中指出，中美元首会晤成果将给全
球经济带来积极影响。BBC中文网
报道说，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将
给市场注入正能量。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史
世伟说，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给两国接下来要进行的双边贸易等
多项谈判定下基调，提出了目标要
求，有利于两国贸易关系良性互动。

美国加州中心副总裁戈登·欣

克尔说：“这是一条非常令人鼓舞的
消息。加州中心和其他很多美国商
家一样，热烈期待美中两国达成共
识。”

日本富士通总研首席研究员金
坚敏说，在国际社会对贸易争端担
忧加剧的背景下，中美两个大国同
意通过谈判解决存在的问题，一定
会得到国际社会赞许和市场肯定。
期待两国将共识落到实处，为化解
矛盾、打开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合
作新局面提供榜样和解决方案。

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表示，
当今全球经济联系紧密，通过加征
关税的手段提升本国利益，其结果
很可能是得不偿失。中美元首会晤
并取得积极成果，对世界经济具有
重要意义。

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
所研究室长杨甲镛认为，中美元首
会晤为解决两国经贸摩擦创造了良
好开端和契机，期待两国增加沟通、
增强互信。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1
日电（记者范小林 赵焱）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12 月 1
日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宣言，就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问题达成共识。

为期两天的G20领导人第十三
次峰会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
利斯闭幕，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宣言》，就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世贸组织改革、应对
气候变化等问题达成共识。

宣言还承认，在全球经济强劲
增长的同时，各国增长欠缺均衡，下

行风险犹存。宣言关注贸易问题，
并重申运用所有政策工具以实现强
劲、可持续、均衡和包容性增长，通
过对话和行动增强信心、抵御风险。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在峰会闭幕
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G20领导
人峰会机制启动10年后，已成为一个

“对话与合作的共同空间”。作为此次
G20领导人峰会的主席国，阿根廷的
责任就是促使各方“达成共识”，在当
前的国际形势下通过协商达成协议。

马克里同时强调贸易和开放的
重要性。他还呼吁“每一个人”都继

续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
G20 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以

“为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为
主题，主要讨论世界经济、贸易和投
资、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
施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今年是二十国集团（G20）领导
人峰会 10 周年。G20 成立于 1999
年。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G20
开始举行领导人峰会，并于当年11
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峰会。

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将于
2019年在日本大阪举行。

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晚，习近平
主席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
两国元首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就
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这次
非常成功的会晤，为妥善解决中美
间存在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和中
美经贸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指
明了方向。

这是一次在关键时期举行的重
要会晤。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在经贸
领域出现一些分歧，对两国相关产业
和全球贸易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当
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美关系的走向，牵动着世界的目光。
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
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深入交流，双方
同意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
基调的中美关系；两国元首达成共
识，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并指示
两国经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取消所
有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互利双赢的
具体协议；双方同意加强双边以及国
际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一系列重要
共识和成果，充分展现了元首外交的
引领作用，释放了直面问题、合作共
赢的积极信号。

中美关系一定要搞好，也一定会
搞好。发展好中美关系，把握大方向
是基础。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
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
待。此次元首会晤，习主席深刻阐述
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与特朗普总统
共同确定中美关系的发展基调，为推
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作出了规划，
共同引领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有力
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管控好分
歧。中美作为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

往来密切，相互依赖，在经贸领域存
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本着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妥善管
控，并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
法。两国元首对经贸问题进行了积
极、富有成果的讨论，并提出一系列
建设性方案，不仅有效阻止了经贸摩
擦的进一步扩大，也为双方合作共赢
开辟了新的前景。考虑到中美经济
的体量和现实复杂性，解决问题的道
路注定不会平坦。只要双方始终秉
持“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合作的需要大于摩擦”的信念加强对
话、深化合作，就能推动双边经贸关
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
石，互惠互利是推进中美关系发展
的动力源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中美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
球发展繁荣肩负特殊重要责任，拥
有广泛共同利益。元首会晤中，无
论是同意加强各领域对话与合作，
增进教育、人文交流，还是就朝鲜半
岛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无不展示了中美合作的丰富内涵、
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尊重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积极拓展务实
合作，中美关系就能不断焕发生机
和活力。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
素，可则决之。”我们即将迎来中美建
交40周年。回望过去，中美关系尽管
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始终破浪前行，
历史一再证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面向未来，只要中美双方
相向而行，推动合作共赢，就一定能
开创中美关系新局面，更好地造福两
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北
京12月2日电（新华社评论员）

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重要会晤
国际社会欢迎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

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呼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