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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月31日电（记者周效政 胡友松）当地时
间1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来美
进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刘鹤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致特朗普总统的口信。习近平
在口信中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重要关键阶段。上个
月，我同总统先生在阿根廷成功会晤，一致同意共同推进以
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根据我们达成的共识，
两国经济团队近来开展了密集磋商，取得积极进展。希望双
方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态度，继续相向而行、加紧磋
商，争取尽早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向两国人民和国际
社会发出积极信号，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促进全球经济
稳定增长。我愿继续同总统先生以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
在中国春节到来之际，我和我夫人彭丽媛教授向总统先生、
梅拉尼娅女士和家人致以新春问候。

刘鹤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经贸团队一直在抓紧落实
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本轮磋商期间，双方围
绕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双向实施机制等共同关
心的议题以及中方关切问题进行了坦诚、具体和建设性的交
流，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为下一阶段磋商奠定了基础。双
方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争取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尽快达成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的经贸协议。

特朗普感谢习近平主席口信，请刘鹤转达他和夫人梅拉尼
娅女士对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的亲切问候，并向中国人民
致以新春的祝福。特朗普表示，我十分珍视与习近平主席的良
好关系，在我们共同引领下，美中关系坚强有力，不断向前发
展。本轮美中经贸磋商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希望双方尽早达成
一个伟大的协议，这对我们两个国家和世界都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姆努钦财长2月中旬将率领美方经
贸团队赴华同中方继续进行磋商。我期待与习近平主席早日会
晤，共同见证美中就经贸问题达成协议的历史性时刻。

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贸易
代表莱特希泽等美方高级官员参加了会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刘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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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方面1月31日说，美朝领导
人第二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将在下周
宣布。

就朝鲜半岛核问题，美国朝鲜政
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同一天披露
美方的“条件清单”，要求朝方公布
核武器和导弹“家底”。

【【地点不是地点不是““秘密秘密”】”】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天在
白宫告诉媒体记者，“下周初”将宣
布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
会晤的时间和地点。他说，可能5日
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

一天前，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说，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定于2月底
在亚洲举行。

一些媒体报道，会晤的可能地点
包括越南和泰国。特朗普 1 月 31 日
说：“我认为大家多数人知道地点。
我不认为这是大秘密。”

特朗普与金正恩去年6月12日在
新加坡首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承
诺努力“建立新的朝美关系”，“构建
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特朗
普答应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
重申对“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承

诺。
特朗普今年1月18日在白宫与朝

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
会面，讨论无核化和美朝首脑第二次
会晤。

美国国务院1月31日宣布，朝鲜
政策特别代表比根定于2 月3 日抵达
韩国首都首尔，会晤韩国外交部半岛
和平交涉本部长李度勋，稍后会晤朝
鲜官员，讨论推动无核化和进一步落
实新加坡会晤所作承诺的措施。

韩联社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外
交官为消息源报道，比根与朝方官员
可能在板门店会晤。这篇报道说，比
根有可能飞往朝鲜首都平壤。

【【美方两手准备美方两手准备】】

比根1月31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演讲，就无核化和美朝关系向朝方伸
出“橄榄枝”，同时保持压力。

比根说，美方对与金英哲一行会
晤的结果“满意”；他与朝方官员的
会晤有建设性、有重点、“着眼结
果”，向全面工作级谈判迈出第一
步。他下周将与朝方官员讨论美方的

“对等措施”，即美方采取与朝方“同
步和并行”的措施。

朝方敦促美方就朝方无核化举措
予以积极回应，推动朝鲜半岛停战体
制向和平体制转换。

比根说，特朗普“准备结束这场
战争”，美方“不会入侵朝鲜，不寻
求颠覆朝鲜政权”；他与特朗普“确
信”，“现在是结束朝鲜半岛持续70年
战争和敌对状态的时候，这场冲突没
有理由持续下去”。

他描绘一幅图景，即“最后一件
核武器离开朝鲜时”，美方将解除对朝
方制裁，签订和平协定，双方建立外交
关系、“使馆升起旗帜”。

只是，他重申，实现无核化以
前，美方不会解除对朝方制裁。另
外，美方不打算从韩国撤出美军。他
承认，美朝“有更多工作要做”。他
说，双方就“无核化”定义有分歧。

美方要求朝方弃核，朝方主张朝
鲜半岛无核化。

比根说，美方“必须彻底了解”
朝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计
划”，朝方应“全面公开”这些计
划，必须同意专家进入和监控“关键
地点”；“最终确保移走或销毁裂变材
料、武器、导弹、发射器和其他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1月31日电（记者
韩洁 熊茂伶）1 月 30 日至 31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
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带领中
方团队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带领
的美方团队在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在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
要共识指引下，讨论了贸易平衡、技术
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
务业、农业、实施机制以及中方关切问
题。双方牵头人重点就其中的贸易平

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机
制等共同关心的议题以及中方关切问
题进行了坦诚、具体、建设性的讨论，
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双方还明确了
下一步磋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双方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技
术转让问题，同意进一步加强合作。创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符合中国改革
开放大方向，中方将积极回应美方关
切。

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推动

中美贸易平衡化发展。中方将有力度
地扩大自美农产品、能源产品、工业制
成品、服务产品进口，满足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双方就中方具体关切进行了交
流，美方将认真回应中方关切。

双方一致认为，建立有效的双向
实施机制十分重要，有助于确保协商
一致的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双方已就
实施机制的框架和基本要点达成了原
则共识，将继续细化。

1月30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带领中方团队与美国贸
易代表莱特希泽带领的美方团队在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双
方进行了坦诚、具体、建设性的讨论，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并明确了下一步磋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一进展是中美
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结果，表明中美双方
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

当前中美经贸磋商处在一个重要关键阶段。中美两国
元首阿根廷会晤两个月来，从元首互通电话到经贸问题副部
级磋商，再到本轮高级别磋商，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中美双
方“谈”的意愿在上升，互信与共识在增多，让外界对双方最
终通过平等磋商解决经贸摩擦问题多了审慎乐观。

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摩擦升级10个多月来，双
方对此感受更深刻。贸易战伤害了包括中美经贸交往在内
的全球经贸关系，冲击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引发
国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并加剧世界经济增长的
不确定性。中美推动磋商继续向前，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和业
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对于维护全球经济增长、
稳定金融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存在经贸分歧和
摩擦是正常的。有问题不可怕，关键双方要有诚意共同努力
解决问题，而不要被问题牵着鼻子走。

此次华盛顿磋商中，双方讨论了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
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实施机制以及中方
关切问题，这种直面“硬骨头”的坦诚磋商态度传递一个积极
信号——沟通越坦诚、深入，解决分歧矛盾的希望就越大。

对中国而言，无论中美经贸磋商结局如何，应对各种不
确定性最好的方式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情，向内求得力量，向
外求得共赢。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风险挑战，实现
高质量发展关键还要按照既定节奏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更大力度深化改革。

无论是中方在此次磋商中提出将扩大自美农产品、能源
产品、工业制成品、服务产品进口，还是近期最高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法庭揭牌、外商投资法草案通过人大常委会二审等实
际行动，都是为了更好满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也将中国机遇与世界共享。

距离3月1日磋商期限还剩不到1个月时间，前期进展只
是阶段性成果，后续更关键的磋商即将展开。中美合则两
利，斗则俱伤，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解决好经贸分歧，对中
美是双赢，对全世界是共赢。

下一阶段，中美双方应抓住关键窗口期乘势而上，在
两国元首共识指引下，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态度继
续相向而行、加紧磋商，最大程度寻求彼此利益的最大公
约数，以更大诚意和行动增进互信、扩大共识、管控分
歧、促进合作，尽早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更好造福
中美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新华社华盛顿1月31日电（新华社记者周效政 韩洁 高攀）

美朝首脑二次会晤细节下周宣布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

落实中美元首共识
推动磋商继续向前

新华社曼谷2月1日电（陈家宝）
泰国总理巴育1日在总理府举行的发
布会上重申，在新一届政府就职前，
他不会辞去总理一职。

他强调，目前没有任何法律要求
他辞职，而他领导的全国维持和平秩
序委员会也将在下届政府产生前继
续掌权。

泰国政府日前宣布，将于今年 3
月 24 日举行近 5 年来首次大选。巴

育本人近期在泰国各地频繁露面宣
讲政策，被当地媒体认为是在进行选
前宣传。一些党派人士及批评者呼
吁巴育辞去总理一职，以便让各党公
平竞争。

泰国军方 2014 年政变推翻原民
选的为泰党政府后，成立全国维持和
平秩序委员会，禁止政党活动。去年
12月，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宣布
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大选，解除对政

党活动的限制，允许政党进行集会、
竞选等活动。

目前，泰国各党提名的总理候选
人陆续浮出水面。由巴育政府四位
前部长联合组建的国家人民力量党
日前决定提名巴育为该党总理候选
人之一。目前，巴育对是否接受该党
提名未置可否。各党将于2月4日至
8日向选举委员会正式提交总理候选
人名单。

泰国总理巴育说不会在大选前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