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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记
者李忠发）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 20 日在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
会委员长金正恩。

仲夏的钓鱼台，草木葱郁、夏花
绚烂。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亲切
友好的气氛中共品香茗、深入交谈。

习近平强调，金正恩委员长百
日内三度来华同我举行会晤，双方
共同开创了中朝高层交往的新历
史。我们高兴地看到，中朝双方达
成的重要共识正逐步得到落实，中
朝友好合作关系焕发出新的生机活
力，朝鲜半岛对话缓和势头得到了
有力巩固，朝鲜劳动党新的战略路
线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迈上了新
征程。我相信，在中朝双方共同努

力下，中朝关系一定能够更好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在中朝和有关各
方共同努力下，朝鲜半岛和东北亚
地区一定会迎来和平、稳定、发展、
繁荣的美好前景。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党中
央周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中方愿同朝方互学互
鉴、团结合作，共同开创两国社会主
义事业更加美好的未来。

金正恩表示，当前朝中像一家人
一样亲密友好、相互帮助，习近平
总书记同志给予我们亲切感人的关
爱与支持。此次对中国的访问，是进
一步深化我同总书记同志的友谊和

发展朝中关系的有利契机。我将同中
国同志一道，竭尽全力把朝中关系提
升到新高度，并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
平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相信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
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一定能顺利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夫人彭丽媛、金
正恩委员长夫人李雪主参加会见。

会见后，习近平总书记夫妇为
金正恩委员长夫妇举行午宴。

当天，金正恩参观了中国农业
科学院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和北京
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陪同。

金正恩于 20 日结束访华离京
回国。

习近平会见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

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金正恩。习近平总书记夫人彭丽媛、金正恩委员长夫人李雪主参加会见。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新华社北京6月 20日电 （记者侯丽
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尼泊尔总理奥利。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尼泊尔是患难与共
的友好邻邦。中尼建交以来，始终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中方赞赏
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一如既往支
持尼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支持
尼方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
展道路，祝愿尼泊尔早日实现发展目标。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尼两国关系正面临
新的发展机遇。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
战略沟通，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
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关切，巩固中尼关系
政治基础，提升中尼关系政治站位。中方愿
同尼方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灾后重建、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构建

全方位互利合作格局。双方要加强文化交
流，打造中尼人文合作新亮点，筑牢中尼友好
民意基础。要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合作，共同
打击跨国犯罪，维护好中尼共同安全。中尼
要加强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沟通协调。

奥利表示，尼中友谊源远流长，尼中关
系是不同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关系的典范。
尼泊尔钦佩中国的发展成就，高度评价中国
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积极作用和亲诚惠容的
周边外交政策，感谢中国对尼泊尔国家转型
发展的支持。尼泊尔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
策，决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尼泊尔领土上从事
任何反华活动。尼方愿同中方拓展新形势下
合作。尼方高度评价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主张，并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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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尼泊尔总理奥利。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0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
堂接受 13 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
国书。

盛夏时节，晴空万里，艳阳高
照。人民大会堂北门外台阶上，礼
兵分列红地毯两侧。号手吹响迎宾
号角，新任驻华使节们先后抵达，沿
着台阶拾级而上，进入北京厅。使节
们依次向习近平呈递国书，习近平
同他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这13
位新任驻华大使是：巴巴多斯驻华
大使杰克曼、秘鲁驻华大使克萨达、
安哥拉驻华大使内图、摩尔多瓦驻

华大使杰利马莱、印度尼西亚驻华
大使周浩黎、多米尼克驻华大使查
尔斯、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塞浦
路斯驻华大使图马齐斯、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驻华大使西丹辛格、摩洛
哥驻华大使梅库阿尔、苏丹驻华大
使沙维尔、黑山驻华大使帕约维奇、
圣马力诺驻华大使萨利齐奥尼。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
新，请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
人和人民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
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各国关
系，愿进一步增进互信、合作与交
往，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中国和各国人民。希望使
节们为此作出积极贡献。中国政府
将为使节们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

使节们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
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各国高
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珍视人民间
友谊，希望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深化双方互利合作。使节们
对出使中国深感荣幸，表示愿致力
于增进各自国家同中国间相互了解
和 友 谊 、 促 进 两 国 各 领 域 交 流
合作。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参加
上述活动。

习近平接受十三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本报北京6月20日讯 记者乔
金亮报道：截至6月19日，全国已收
获冬小麦3.1亿亩，全国大规模小麦
跨区机收基本结束，机收比例达
95.5%，创历史新高。各地夏种迅速
压茬展开，全国已机播夏玉米 1.45
亿亩，机播比例超过82%。

今年全国63万台联合收割机、
5.5 万个农机服务组织、180 万名农
机手奋战在夏收夏种一线，其中参
加跨区作业的大喂入量高性能联合
收割机占比超过 70%，机收效率大
幅提高。农机部门充分运用信息化
手段促进服务供需高效对接，方便

机手找活干、方便农民找机用。全
国连续5天小麦日机收面积过2000
万亩、玉米日机播面积过 1000 万
亩，单日机收面积最高达 2751 万
亩，均创历史纪录。

此外，今年各地大力推广托管
式、订单式、租赁式及“全程机械
化+综合农事”一站式服务模式，小
麦主产区机收机播“一条龙”服务

面积超过 1.7 亿亩，带动更多农户
便捷应用机械化高效生产方式，农
民省事又省钱、机手增效又增收。
一批骨干农机企业、明星农机合作
社主动践行社会责任，积极为贫困
农户免费割麦。各省共设立跨区作
业服务站3400个，为过往的机收队
提供市场信息、机具维修、交通指
引等服务。

本报北京6月20日讯 记者周
雷报道：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5 月，中央企
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1万亿元，同
比增长 9.8%；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6859.4亿元，同比增加1240.6亿元，
增长22.1%。5月份，中央企业实现
利润 1551.9 亿元，月度利润创历史

同期最好水平。约六成企业效益增
幅超过10%。

今年前5月，中央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0.5%；工业企业
增利额占中央企业利润增量比重超
过 70%。1 月至 5 月中央企业新产
业、新产品、新业态快速发展，通信
企业数据和ICT等新兴业务收入占

总收入的比重为 50.4%，同比提高
2.8个百分点；电力企业加快提升风
电等新能源板块利用率，新能源发
电板块同比大幅增利。

在运行质量持续向好的同时，
中央企业成本费用压降成效明显，
1 月至 5 月成本费用总额增速低于
收入增速 0.6 个百分点；成本费用
利润率同比提高 0.7 个百分点。资
产负债率平稳下降，5 月末中央企
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6%，较年初
下降0.3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4个
百分点。

5月份央企月度利润创历史同期最佳

全国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基本结束

今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持续复
苏、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外贸内生动
力不断增强等因素推动下，我国外
贸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质量和效
益进一步提升，外贸稳中向好的势
头进一步巩固。

据海关统计，前5个月，我国进
出口总额 11.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外贸规模创同期历史最高水
平。其中，出口 6.14 万亿元，增长
5.5% ；进 口 5.49 万 亿 元 ，增 长
12.6%；贸易顺差 6498.1 亿元，收窄
31.0%，进出口贸易更趋平衡。

刚刚闭幕的第123 届广交会也
印证了上述判断。继去年两季广交
会成交额创下 2010 年以来最高增
幅之后，本届广交会再次传递出积
极信号：到会客商超过20万人，为5
年 来 最 高 水 平 ；累 计 出 口 成 交

1891.97亿元，为4年来春季广交会
之最。

外贸的稳中向好，来自于外贸
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是当前我国外贸的一大亮点。据统
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对上述沿线
国家合计进出口 3.21 万亿元，增长
11.1%，高出全国整体增速 2.3 个百
分点，外贸占比提升至27.6%。

在国际市场更加多元的同时，
我国外贸的区域布局、商品结构、市
场主体等更趋协调优化。随着我国
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
西部外向型经济发展进入“快车
道”，前5个月，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
16.1%，高于总体增速 10.6 个百分
点；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继续保
持较高增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口下降；民营企业继续保持出口
第一大经营主体地位，出口量占我
国出口总量的近一半。

外贸的稳中向好，还来自于新

旧动能转换的加快。随着外贸发展
政策和环境的持续优化，新动能培
育成效显著，以跨境电商、市场采购
等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继续保持
快速增长。今年前4个月，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进出口量增长1倍以上，
市场采购贸易增长近100%。

与此同时，我国不断深化外贸
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外贸企业
自主创新、品牌建设能力不断增强，
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
标准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出
口商品质量和附加值进一步提高。

对于下半年外贸发展趋势，商
务部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
告（2018年春季）》认为，世界经济有
望保持复苏势头，国际市场需求总
体继续增长，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
中向好的态势进一步巩固，中国外
贸发展的内生动力将不断增强。综
合考虑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今年
中国外贸发展稳中向好势头有望得
到进一步巩固。 （下转第三版）

区域布局、商品结构、市场主体等更趋协调优化——

外贸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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