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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记者 刘华） 1月6

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

进行国事访问的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

尔德穆哈梅多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

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这是你就任总统后首次访华，

今天又是中土建交纪念日， 我们全面谋划中土

关系下一步发展， 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正在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土方正在积极推进土库曼斯

坦复兴战略。 中土两国理念相通，目标相似，利

益相连，在发展振兴路上要携手努力，发挥互补

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实现共同发展。 中方愿同

土方一道，持续深化中土全方位合作，推动构建

中土命运共同体， 使两国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向

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土构建命运共同体是在彼

此尊重、坦诚互信、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更好地

深化互利合作、照顾彼此关切、巩固世代友好。

双方要在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尊重

各自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两国要加快

发展战略对接， 充分发挥中土合作委员会等机

制作用，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用实实在

在的合作成果为两国关系提供支撑。 面对国际

和地区新形势新挑战，双方应该深化执法安全、

生物安全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筑牢维

护两国发展的安全屏障。 双方要加强各领域各

层级交流，开展人文合作，深化人民感情，筑牢

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优先扩大能源合作。天

然气合作是中土关系基石， 扩大天然气合作符

合中土双方战略和长远利益。 双方要加快实施

重大项目合作，同时全面挖掘绿色能源、天然气

利用、技术装备等领域合作潜力，打造全产业链

合作。 双方要稳步推进经贸合作，落实好《中土

政府关于扩大经济关系的合作规划》， 探讨扩

大两国经贸合作的新途径、新办法。中方支持更

多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赴土投资兴业。 要加快促

进互联互通，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新

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土积极开展疫苗合作，充分

体现了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合作理念。双方要

继续加强医疗卫生合作以及传统医学领域的交

流互鉴，加快在土库曼斯坦设立传统医学中心。

持续密切人文交流， 加快推进互设文化中心工

作，早日建成鲁班工坊。 要扩大新闻、媒体等领

域合作，办好2023－2024年中土互办文化年活

动，支持扩大两国地方合作。

习近平强调，“中国+中亚五国” 合作机制

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开展合作的新机制，公开透

明、互利共赢、平等互惠、务实管用。 中方愿与

土方加强沟通协作， 办好首届 “中国+中亚五

国” 峰会。 中土都主张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

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同路人。 中方支持土方同

上海合作组织开展建设性合作， 愿同土方一

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很高兴

在土中建交31周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对

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土中友好交往源远流

长，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建

交以来特别是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年

来，两国各领域多层次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人民友谊更加深厚，友好关系日益巩固。土方高

度评价两国关系发展成就， 对两国高水平互信

和合作成果深感自豪， 愿意同中方加强互访交

往，学习借鉴中国成功发展经验，全方位深化两

国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土方坚定支持中国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反对任何企图

分裂中国的行径。 土方愿积极推进“复兴丝绸

之路” 战略同“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进一步扩

大两国经贸合作，加强天然气等能源合作，推进

跨境铁路等互联互通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土方也期待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文化、 教育等人

文交流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 土方愿同中方

一道，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并共同

推动构建土中命运共同体， 给两国人民带来更

多福祉。

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我愿再

次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

圆满成功。在习近平主席英明和坚强领导下，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为推动构建更

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发挥着重要建设性作

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 土方坚

信，（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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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海外市场

上市公司“摩拳擦掌”

2023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预计约20.95亿人次

1

月

6

日，旅客在安徽阜阳西站准备乘坐高铁出行。

“初步分析研判，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

20.95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9.5%

，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70.3%

。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

说。徐成光是在

6

日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作此表述的。据介绍，

2023

年春运将从

1

月

7

日开始，到

2

月

15

日结束，共

40

天。（相关报道见A02版）

新华社图文

14家企业22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央企新能源领域专业化整合落地

●本报记者 刘丽靓

1月6日，国务院国资委在中国华能集团举

行央企新能源智慧运维服务合作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14家企业22个合作项目签约。 这意味

着央企新能源领域专业化整合落地。

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表示，推动央企新能

源产业发展要成为 “重头戏” ， 形成 “一盘

棋” ，探索新模式，突出高质量，强化产业链。

央企未来新能源业务将逐步向新能源主业企

业和优势企业集中。要重点布局新能源高端装

备产业，大力发展大功率海上风电、高效光伏

发电等清洁能源装备和新能源汽车等应用终

端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

引擎。

央企新能源产业发展成为重头戏

作为国有重要骨干发电集团， 中国华能

新能源发展跑出新一轮 “加速度” 。 “2022

年， 新能源开工2407万千瓦， 投产1295万千

瓦，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5000万千瓦，均创历

史新高。 ” 中国华能董事长温枢刚表示，近年

来， 集团大力发展新能源， 重点布局 “沙戈

荒” 大型清洁能源基地、东部沿海海上风电集

群、西南风光水多能互补基地，推动中东南部

地区分散式分布式连片开发。 在助力构建新

型能源体系、 服务国家稳增长中彰显了华能

的责任担当。

“2022年公司发布了‘双碳’ 行动方案，

提出‘力争2028年实现碳达峰、2050年实现碳

中和’目标，决定‘十四五’期间每年将拿出资

本开支5%-10%投入新能源新产业，全面推动

新能源产业发展。 ”中国海油副总经理周心怀

表示。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新能源装

机规模达7.6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发电量占

比稳步提升。 其中，央企已成为新能源产业发

展主力军，近年来，约有半数央企进入新能源

领域。

“推动央企新能源产业发展要成为‘重头

戏’ 。 ” 翁杰明表示，有关央企要按照国家重大

战略要求，勇担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使命，科学

谋划今年和未来一段时期新能源业务发展目

标方向、重点任务、路径措施和工作节奏，推动

实现高质量发展， 切实发挥产业引领作用，为

深入推进能源革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翁杰明指出，推动央企新能源产业发展要

强化产业链。 有关央企要着眼新能源发展未

来， 对标世界一流， 勇当新能源产业链 “链

长” 。要重点布局新能源高端装备产业，大力发

展大功率海上风电、高效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

装备和新能源汽车等应用终端体系，推动新能

源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新能源业务向主业和优势企业集中

不容忽视的是，在央企新能源产业布局加

快的同时，部分央企新能源项目存在“小、散、

弱”等问题，“跑马圈地”“铺摊子”“一窝蜂”

等现象时有发生。

翁杰明强调，要推动央企新能源产业发展

形成“一盘棋” ，突出高质量，探索新模式，强

化产业链。有关央企要认真落实国家产业政策

和中央企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有关要求，结

合自身功能定位、主责主业和资源禀赋，综合

考虑项目所在区域、 投资收益和资产质量，有

序开展新能源投资运营， 在新能源数智转型、

专业运作、协同发展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央

企新能源布局结构整体优化， 切实形成合力，

有效避免一哄而上、过度竞争。

“鼓励央企加强方式方法创新，通过共建

产业生态圈、构建行业云平台等方式推进专业

化整合，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结构调

整。 ” 翁杰明说，未来央企新能源业务将逐步

向新能源主业企业和优势企业集中，对于专业

运作水平高、集约化管理能力强、经营效益好

的项目可以独立运行；对于偏离主业、运营成

本较高、 缺乏管理能力的项目应通过共享服

务、委托代管、重组整合等方式开展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专业化运营与合作，加

快打造产业融合、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新能

源产业集群。 （下转A03版）

商务部：消费总体有望保持稳步恢复态势

研究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等政策措施

●本报记者 王舒嫄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1月6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正值“两节”消费旺

季，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和线下消费场景加快恢复， 居民消费热情

正在回归。 综合来看， 国内消费需求将逐步释

放，消费总体有望保持稳步恢复态势。

她同时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

门多措并举，继续推动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包

括研究扩大二手车流通、 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等政策措施。

汽车消费有望保持增长势头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性产业，

是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重要领域之一。

“从近期情况看， 受疫情和有关支持政策

退出等因素影响，汽车消费市场出现一定波动，

扩大汽车消费面临一定压力。 ”束珏婷说，但要

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疫情防

控措施不断优化调整， 今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

回升，这为稳定增加汽车消费提供了有力支撑。

“综合各种因素， 预计2023年汽车消费市场有

望总体保持增长势头。 ”她表示。

束珏婷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

部门多措并举， 继续推动稳定和扩大汽车消

费。 具体包括：加大汽车消费政策文件落实督

导力度，及时推广地方好经验好做法，确保政

策落地见效；会同有关方面研究扩大二手车流

通、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老旧汽车报废

更新等政策措施， 着力破解汽车流通的堵点、

难点问题，促进汽车梯次消费、循环消费；协同

相关部门支持充电设施、停车设施建设和提高

汽车消费金融服务水平，持续优化汽车消费环

境；加快修订《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机动车

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促进汽车消费市场持续

健康发展。

据中汽协预测，2023年中国汽车总销量将

达2760万辆，同比增长3%。 其中，新能源汽车

销量有望达到900万辆，同比增长35%。 乘联会

秘书长崔东树认为，（下转A03版）

A股新年首周“开门红”

核心资产获青睐

●本报记者 吴玉华

2023年首个交易周，上证指数、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分别上涨2.21%、3.19%、3.21%， 市场

成交额逐渐回升，北向资金净流入超200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 短期负面因素的影响正逐

渐消退，积极因素在不断增加。 展望后市，中期

趋势向上是确定的。

放量上涨

本周为2023年首个交易周，A股持续反弹，

上证指数连续4个交易日上涨，站上3150点，创

业板指站上2400点。

A股成交额逐步回升。 Wind数据显示，

2022年底，A股成交额在6000亿元附近徘徊。

进入2023年，A股成交额逐渐放量，1月3日，A

股成交额为7890.47亿元，1月4日为7839.05亿

元，1月5日为8428.99亿元，1月6日为8382.28

亿元。

Wind数据显示， 截至6日收盘，A股总市值

为87.19万亿元，本周A股总市值增加2.29万亿元。

从本周市场表现来看，Wind数据显示，A

股上涨个股数为4051只，占比接近八成，362只

股票本周累计涨幅超过10%。

行业板块方面， 本周申万一级行业中仅有

农林牧渔、社会服务、交通运输行业下跌，跌幅

分别为1.22%、0.96%、0.15%。其他行业均上涨，

计算机、建筑材料、通信行业领涨，涨幅分别为

5.15%、5.08%、5.05%。

融智投资基金经理夏风光表示，上半年预

期行情已悄然展开， 中期趋势向上是确定的。

第一，当前A股的总体估值处于低位。 第二，经

济回暖预期高，在政策加力和去年低基数的情

况下，今年一二季度经济爬坡确定性较高。 第

三，外资入市积极，北向资金持续流入以及港

股市场的走强，表明外资已经开始积极看多中

国资产。

积极因素增加

资金面上，北向资金持续加仓。 Wind数据

显示，6日北向资金净流入60.66亿元。 本周，北

向资金是市场主要的增量资金来源， 累计净流

入200.19亿元。 其中，沪股通资金净流入83.34

亿元，深股通资金净流入116.85亿元。

从6日沪、 深股通前十大活跃个股数据来

看，中国平安、贵州茅台、五粮液获北向资金净

流入金额居前， 分获净买入8.17亿元、8.16亿

元、6.26亿元。

本周北向资金大幅加仓A股核心资产。

Wind数据显示，1月3日至5日， 北向资金加仓

宁德时代、五粮液、中国平安、贵州茅台、东方财

富、 迈瑞医疗金额居前， 分别为19.27亿元、

16.14亿元、13.49亿元、9.50亿元、5.54亿元、

5.42亿元。（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