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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
希望能达成对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利的成果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9
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特朗普向习近平和中国人民致
以新年的问候和祝愿。特朗普表示，
美中关系很重要，全世界高度关注。
我珍视同习近平主席的良好关系。很
高兴两国工作团队正努力落实我同
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
要共识。有关对话协商正取得积极进
展，希望能达成对我们两国人民和世
界各国人民都有利的成果。
习近平向特朗普和美国人民致
以新年祝福。习近平指出，我同总统先
生都赞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向前发
展。当前，我们两国关系正处于一个重
要阶段。本月初，我同总统先生在阿根
廷举行了成功会晤，达成重要共识。这
段时间以来，两国工作团队正在积极

推进落实工作。希望双方团队相向而
行，抓紧工作，争取尽早达成既互利双
赢，又对世界有利的协议。
习近平强调，明年是中美建交
40周年。中方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发
展，赞赏美方愿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
中美关系，愿同美方一道，总结 40
年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加强经贸、
两军、执法、禁毒、地方、人文等交流
合作，保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的沟通与协调，相互尊重彼此重要利
益，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
中美关系，让两国关系发展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形势等
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看
法。习近平重申，中方鼓励和支持朝美
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取得积极成果。

■相关新闻

伟大变革

外交部：

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
防止两国关系大局受到干扰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30日就中美建交 40周年发表谈话。
陆慷说，2019年，中美将迎来建
交 40周年。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
风雨，砥砺前行。中美交流与合作取
得了历史性的发展。40年前，中美人
员往来每年仅几千人次，2017年双
方人员往来已超过 530万人次。40
年前，中美贸易额不足 25亿美元，
2017年双边贸易额已超过 5800亿
美元。40年前，中美相互投资几乎为
零，2017年两国间各类投资总额累
计超过 2300亿美元。40年来，从推
动地区热点妥善解决到反对国际恐
怖主义，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到促进
全球经济增长，中美在双边、地区、全
球层面开展了广泛合作。事实充分证
明，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给两国人民
带来巨大利益，也有力地促进了亚太
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他说，中美关系 40年取得的进
展来之不易，其中的历史经验值得
汲取。双方要坚持理性客观地看待彼
此战略意图，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
略互信，防止战略误判。要坚持中美
合作的大方向，不断拓展互利合作领
域，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要坚持尊
重彼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妥善处
理和管控分歧，防止两国关系大局受
到干扰。要坚持扩大两国人民交往，
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
陆慷说，经过 40年的发展，中美
关系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
机遇新挑战，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
实好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阿根
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在互惠互利
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
管控分歧，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
基调的中美关系，让中美合作更多更
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爱国奋斗精神学习读本》正式发布
新华社电 29日，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科协共同
为《爱国奋斗精神学习读本》揭幕，正
式向全社会发布。
2018年 6月，中央组织部、中央
宣传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广大知识分
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明确要求编
印《爱国奋斗精神学习读本》。
根据工作部署，中国科协承担
《爱国奋斗精神学习读本》 编印工
作。据了解，《爱国奋斗精神学习读
本》为系列丛书，本次先期出版理论
篇和榜样篇。其中，理论篇共收录
《人民日报》、新华社、《求是》杂志、
《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评论文章 10
篇，收录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
企业、军队系统等知识分子代表署
名文章 37篇。榜样篇共收录钱学森、

邓稼先、郭永怀等“两弹一星”元勋和
黄大年、李保国、南仁东、钟扬等新时
代优秀知识分子典型事迹 7篇，收录
以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为代表的
老一辈知识分子典型群体事迹 1篇，
是加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职业道德建设和科研道德培
养的重要读物。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怀进鹏强调，要铭记一代代科技工作
者铸就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
同、育人”的中国科学家精神，激励鼓
舞广大科技工作者把个人理想自觉
融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伟业，在奋斗
中成就创新梦想、实现人生价值。来
自有关中央和国家机关、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全国学会的嘉宾，为中国
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代
表赠送《爱国奋斗精神学习读本》。

■升降旗时间
今日降旗16:59

明日升旗07:36

明日降旗16:59

12 月 30 日，参观者在《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
型展览》外拍照留影。
新华社发

2019 年新年献词

奋进，中国！ 奋斗，我们！
奋斗的征程，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正如新年的
钟声，永远是又一次出发的
号角。迎着 2019年的第一缕
阳光，我们站在新的起点眺
望未来……
风雨兼程中，我们一起
走过极不平凡的 2018年。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中国人
民写下了新的奋斗篇章。这
是我们顶住压力、实现经济
稳中有进的亮丽业绩，是
1000多万人脱贫、一百多个
贫困县摘帽的喜人硕果，是
复兴号奔驰大地、港珠澳大
桥跨越沧海、嫦娥四号九天
揽月、北斗系统服务全球的
壮丽画卷，是改革持续深化、
开放不断扩大的铿锵足音，
是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公平
正义阳光洒照大地的生动实
践，是“打虎拍蝇”不松劲、从
严治党不停步的清风正气，
是大江南北一个个勤劳的身
影、千门万户里飘出的幸福
笑声……
这一年，有阳光灿烂的
日子，也有风狂雨疾的时刻，
但无论是晴是雨，我们从未
懈怠、从未退缩。奋进，是中
国的姿态；奋斗，是我们的状
态。自 1949年以来，自 1978
年以来，一代代中国人就是
这样风雨无阻地砥砺前行，
就是这样不可阻挡地奔向民
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新的一年，我们迎来新
的历史坐标——
—2019年，是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以
优异成绩迎接共和国的七十
华诞，向着中华民族的千年
梦想起跳“关键一跃”，我们
肩上的担子无比艰巨，我们
肩负的使命无比光荣。

新征程上，我们要有志
不改、道不变的坚定。今天的
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今天的中国人民，
已经告别几千年来忍饥挨
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等梦
魇，过上了日益富裕的好日
子。这一切，从根本上说，是
因为我们党带领人民探索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筑牢
了基石、指明了方向。披荆斩
棘成大道，闯关夺隘再出发。
面向未来，我们就是要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这条人间正道，就是要矢
志不渝朝着民族复兴的宏伟
目标开拓进取，把一代代人
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
新征程上，我们要有打
硬仗、闯难关的坚韧。行百里
者半九十。我们今天所处的，
正是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
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愈进
愈难而又不进则退的时候。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的
任务艰巨繁重；打赢三大攻
坚战，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
重点战役要打；推进高质量
发展，破除壁垒、释放活力、
转型升级，每一步都不容易；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面临人民不断增
长的新需求、新期待；世界处
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
号巨轮必然要经受国际风云
变幻的洗礼。破解前进中的
问题，除了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别无他途。林林总总的
“问题清单”，就是新时代改
革开放的实践所向。只要我
们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将改
革开放进行到底，就没有迈

不过去的坎，就一定能化危
为机，在艰苦磨砺中创造让
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
奇迹。
新征程上，我们要有敢
担当、善作为的干劲。我们取
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
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
舍的，而是亿万人民一个汗
珠子摔八瓣干出来的。因为
奋斗，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
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
工业化历程，将无数不可能
变成可能。奋斗，是解码中国
奇迹的钥匙，也是通往伟大
梦想的阶梯。向着“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进发，我们的国
家要实现更大发展，人民要
过上更好生活，更加需要拿
出敢为人先的闯劲、一往无
前的拼劲、久久为功的韧劲，
咬定目标不放松，脚踏实地
向前进。
新时代属于每一个奋斗
者。无论你是田野里辛勤耕
作的农民，还是流水线上忙
碌的工人，无论你是奋战在
脱贫攻坚一线的党员干部，
还是坚守在实验室的科研人
员，无论你是怀揣“小目标”
的创业者，还是日夜为生活
奔波的工薪族……每个人都
是这个伟大时代不可或缺的
主角。每一滴汗水，都会为梦
想之花注入生机；每一次拼
搏，都将为共和国基业增添
新的光华。
梦想，在我们心中燃烧；
未来，在我们手中升腾。在这
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
代，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积
聚的洪荒伟力已经充分爆发
出来。
奋进，为了伟大的祖国！
奋斗，为了美好的明天！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