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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14日电（记者 白林
倪四义 刘华）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
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坦诚深
入交换了看法。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不符合两国和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双方需
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探讨新时期两
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
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

情况和重要成果，指出，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透
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保持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把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进
行下去，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继续坚定奉行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
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倡导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深化
和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共赢发展，做全球发展的
参与者、推动者，同各国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各国既

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应该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们应该从这个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不应
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
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
展、共同繁荣。双方应该正确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
图，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我高度
重视总统先生有关“四不一无意”的表态。中国从来不寻求
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
国。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共同确
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航向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
撞。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
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系最重
要的防护和安全网。

习近平系统阐述了台湾问题由来以及中方原则立场。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
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解
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维护祖国统
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任何人
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都违背中国的民族大义，中国人民
都绝不会答应！我们希望看到并始终致力于保持台海的和平
稳定，但“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希望美方言行一
致，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总统先生多次
讲过不支持“台独”，无意将台湾作为谋求对华竞争优势或遏
制中国的工具。希望美方将总统先生的承诺落到实处。

习近平指出，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
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
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中
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体现人民意愿，我们同样感到自豪。任
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至美，都需要不断发展完
善。对双方存在的具体分歧，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
流。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
时代发展的潮流。

习近平指出，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
主义，双方走的是不同的路。这种不同不是今天才有的，
今后还会继续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得到14亿人民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发展和稳定的根本保
障。中美相处很重要一条就是承认这种不同，尊重这种不
同，而不是强求一律，试图去改变甚至颠覆对方的制度。美
方应将有关承诺体现在具体行动上，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习近平强调，中美是两个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
路不同的大国，过去和现在有差异和分歧，今后也还会有，

但这不应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任何时候世界都有竞
争，但竞争应该是相互借鉴、你追我赶，共同进步，而不是你输
我赢、你死我活。中国有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一切打压和遏
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打贸易战、科技战，人为
“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破坏
国际贸易规则，只会损人不利己。我们反对把经贸科技交流
政治化、武器化。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不是减少
了，而是更多了。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和平共处，这是两国最
基本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面临新的发展任
务，需要从对方发展中获益，这也是共同利益。全球经济疫后
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也离不开中美协调合
作，这还是共同利益。双方应该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着眼大
局，为双方合作提供好的氛围和稳定的关系。

拜登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相识多年，保持着经常性沟
通，但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会晤。祝贺你再次连
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美中作为两个大国，有责任保持建设
性关系。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11月14日上午，
全市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
班第一期开班式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书记李鸿忠
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段春华，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出席。

李鸿忠在讲话中指出，举办全市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班，是市委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学习、全面把握、
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重要指示的一项重大举
措。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发挥“关键少数”的作
用，以上率下、领学带学，推动党的二十大战略部
署在天津落实落地。大家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
静心学习，潜心思考，深入研讨交流，强化政治之
训，铸牢政治忠诚。

李鸿忠对高质量办好本次专题培训班，进一
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要
求。一是原原本本学习，逐字逐句研读，读原文、
读全文、悟原理。全面深入、完整准确学习领悟党
的二十大报告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做到了然于
心、入脑入心，切实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来武装头
脑。二是突出政治之训，把坚定捍卫“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根本和首要。深刻认识

到，正是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
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要将党校培训作为政
治熔铸、政治锻造，强化政治思想理论之训、政治
纪律规矩之训，铸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三是全面深入理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其中的立
场观点方法。深刻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
哲理，深刻领会“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做
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切实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
自身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四是全面深入把握党的
二十大提出的重要观点、重大论断和作出的战略
谋划、决策部署。对照“九个深刻领会”、“七个聚
焦”，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里程
碑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性意义、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牢记“三个务必”等关
键性重大问题。五是增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的坚定和清醒。始终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

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全面推进党的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永葆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六是将狠抓落实作为学习的落脚
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切实树牢初心使命、增强宗
旨信念的政治自觉，转化为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
立场的真挚为民情怀，转化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依靠顽强斗争打开各项事业发展新天地的拼搏意
志，转化为立足实际、埋头苦干、团结奋斗的具体行
动，做到学以铸忠诚、学以强担当、学以增本领，用实
干成果检验学习成效。

根据中央有关通知精神和市委部署安排，11月
12日至12月下旬，我市在市委党校举办六期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班，组织市领导同志和
全市1500名左右市管干部进行集中学习培训。培
训班采取个人自学、专题辅导、分组讨论和交流总结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
班子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市各部门、各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各区领导班子
主要负责同志，市管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主要负责
同志，市委党校部分教师、学员代表参加第一期培训
班开班式。

本报讯（记者 徐丽）日前，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
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学习贯彻
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市人大机关意
识形态工作汇报，就落实市委工作要求作
出安排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段春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制定修订《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
干规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锲而不
舍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和坚强力度，我
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一要强
化政治意识，把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王睿）13日，国内首座地下
商业储气库群——大港油田所属11座地下
储气库开井采气，首日开井4口、日采气量达
230万立方米，标志着大港油田今冬正式开

始向京津冀地区供气，预计共有92口井投入
采气生产。整个库群今冬明春高峰采气有望
突破3000万立方米/日的历史极值，保障京津
冀地区安全用气、温暖过冬。 （下转第2版）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

全面学习深入领悟认真贯彻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全市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班举行

突出政治之训 铸牢政治忠诚
担当作为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落地

李鸿忠主持开班式并讲话 张工段春华盛茂林出席 大港油田正式向京津冀供气
地下储气库群高峰采气有望突破3000万立方米/日历史极值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段春华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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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11月14日电

（记者 刘华 余谦梁）11
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
京，应邀赴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

陪同出访的有：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王毅，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
协副主席何立峰等。

当地时间 14日下
午，习近平乘坐的专机
抵达巴厘岛努拉莱伊国
际机场。印尼对华合作
牵头人、海洋与投资统
筹部部长卢胡特，巴厘
省省长科斯特等高级官
员在机场热情迎接。礼
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
敬，身着民族服装的当
地青年演奏起印尼传统
乐器伽美兰，盛装印尼
女青年跳起巴厘岛传统
舞蹈“朋德舞”，当地学
生挥舞中国和印尼两国
国旗，用中文欢呼“欢
迎，欢迎！”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印尼大使陆

慷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夫妇从机

场赴下榻饭店的沿途
道路两旁，许多当地民
众自发聚拢起来，挥舞
两国国旗，对中国国家
主席到访表示最热烈
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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