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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福彩

成都（13时）
AQI指数114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西昌、马尔康、康定
良: 雅安、遂宁、南充、广元、巴中、广
安、攀枝花、资阳、宜宾、泸州、乐山
轻度污染：内江、眉山、绵阳、自贡、
德阳、达州

24日空气质量

25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4—104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
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同呼吸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33

期开奖结果：02、03、19、23、34、04、09，一
等奖9注，每注奖金6877616元。一等
奖追加2注，每注奖金4126569元；二等
奖113注，每注奖金65866元。二等奖
追加76注，每注奖金39519元；三等奖
1085注，每注奖金3060元。三等奖追加
404注，每注奖金1836元。（51.98亿元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76期开
奖结果：328 直选：5858（501）注，每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
元；组选6：15534（1022）注，每注奖金
173元。（490.4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76期开
奖结果：32881 一等奖：52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24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
“3D”第2018076期开奖结果：785，单
选891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
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2745注，
单注奖金173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哮喘“蓝丝带”救助在蓉启动
50岁卧病不起，60岁不能自理……他

们比家人更懊恼，曾经的轻视与疏忽，现在
都成了悔恨与难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哮喘发展到心衰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随着病情加重，演变
速度也越来越快，治疗难度也越来越大，许
多患者最后也走上心衰这条不归路，着实让
人伤心。

中药、西药，偏方、秘方，抗生素、激素一
大堆，病情刚稳定，停药又复发，再治疗、再
复发，断不了根，停不了药，这该怎么办？

哮喘、气管炎 为何反复发作？
96111知名哮喘专家郑永诗指出：“这

是因为目前市场上治疗哮喘、气管炎的药物
大部分含有支气管扩张剂、喷雾剂和激素，
这些都是缓解症状用药，无法解决发病根
源。如果不能正确选择用药，最后不但花光
了钱，病也没有治好，反而越来越严重。一
旦犯病，一个小小的感冒就可能导致死亡。”

哮喘、气管炎科学防治 摆脱激素
人可以7天不吃饭，2天不喝水，却不能

3分钟不呼吸！郑主任强调：要想治好哮喘、
气管炎，首先必须积极面对，规范治疗；二要
找对方法，辨证论治；三要抓住哮喘反复发
作的根源，这样愈后才不易复发。

目前，96111健康热线正在开展“哮喘
蓝丝带关爱”救助活动，前50名患者可享受
援助，电话028-96111。

马尔康 雨夹雪转小雨 2-15℃ 小雨转雨夹雪 -1-9℃
康定 阵雨转小雨 3-12℃ 小雨 2-7℃
西昌 阵雨转小雨 11-23℃ 小雨 9-20℃
攀枝花 晴转多云 15-31℃ 多云转阵雨 15-28℃
广元 多云 12-21℃ 多云 12-23℃
绵阳 多云 13-20℃ 多云 13-23℃
遂宁 多云 14-21℃ 多云 14-22℃
德阳 多云 13-21℃ 多云 13-23℃
雅安 多云转小雨 13-20℃ 小雨 11-19℃
乐山 多云转小雨 14-22℃ 小雨 13-21℃
眉山 多云转小雨 14-22℃ 小雨转多云 13-22℃
资阳 多云转阵雨 14-22℃ 小雨转多云 14-22℃
内江 多云 14-22℃ 阵雨转阴 14-22℃
自贡 多云 15-22℃ 小雨 14-21℃
宜宾 多云转小雨 15-23℃ 小雨 14-20℃
泸州 多云 14-22℃ 小雨 14-20℃
南充 多云 14-22℃ 多云 14-23℃
广安 多云 14-20℃ 多云 14-22℃
巴中 多云 13-23℃ 多云 13-25℃
达州 多云 13-21℃ 多云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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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040期：0033010330300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40期：0311012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
第18040期：101110133013

3月24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财办主任、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财政
部长姆努钦通话。姆努钦向中方通报了美方公布301调查报告最新情况。刘鹤表示，美方近日公布301调查报告，违
背国际贸易规则，不利于中方利益，不利于美方利益，不利于全球利益。中方已经做好准备，有实力捍卫国家利益，希望
双方保持理性，共同努力，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双方同意继续就此保持沟通。 据新华社

世贸组织成员
对美国征收钢铝关税

表示担忧
多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日前对美

国征收高额钢铝关税表示担忧，认为此
举会对全球贸易体制产生负面影响。

在23日召开的世贸组织货物贸易
理事会会议上，世贸组织成员就中国
和俄罗斯建议的美国钢铝关税措施议
题展开讨论，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等成员代表均发言，警告美国的这
一措施不仅可能影响多方贸易利益，
而且会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
制的稳定性构成威胁。

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美方征收
钢铝关税的决定毫无依据，违反世贸
组织多项准则和规定，中方呼吁美国
停止采取单边措施，遵守世贸组织规
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

针对其他成员的诸多质疑，美方
未予以正面回应，只重申为应对危害

“国家安全”的威胁有必要实施新关税
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
强指出，中国从未刻意追求中美贸易顺
差，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主要市
场，导致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是
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不足。

他举例说，在占中国全部进口34%
的海关第16类商品，即机电和音响设备

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中，来自美国的商品份
额从2000年的10.8%降到2017年的
5.4%，这说明相对于第三方市场产品，美国
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市场竞争力不
够，是美国本身的问题。“要解决美中逆差问
题，不应从削弱中国对美出口入手，而是需
要美国企业增强自身产品的竞争力。”

世界多位重量级嘉宾现身北京，就美国挑起贸易争端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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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强权
“在21世纪，国

际贸易需要游戏规
则，而不是基于实
力或者是强权的，
这对中国来说也是
非常重要。”

——世界贸易组
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
拉米

北京时间3月23
日，特朗普在白宫正
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
录。7小时后，中国宣
布反制措施。一场贸
易战火点燃，世界经
济猝然站在了乱局边
缘。就在“贸易战”的
第二天，恰逢一场重
要级会议——“中国
发展高层论坛 2018
年会”经济峰会在北
京召开，世界重量级
嘉宾纷纷列席，就美
国挑起贸易争端展开
巅峰对话。

多位专家表示，
美国做法有悖于国际
贸易规则，应回归理
性。

做大蛋糕
“拥抱贸易、开

放的国家会取得成
功，反之则失败。1+
1=3，大家应该努力
把蛋糕做大，而不
是争夺一块蛋糕。”

——苹果CEO蒂
姆·库克

国际贸易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
尔·拉米表示，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并不
完美，但保护主义更不可取，应建立
全球经济贸易新模式。未来要有一
个新的全球社会经济的模式，这种模
式能够帮助我们应对保护主义，帮助
我们进一步开放。保护主义应该是
保护我们人类、星球，而不是其他的
保护主义。

在21世纪，国际贸易需要游戏规
则，而不是基于实力或者是强权的，这
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大家应该
团结起来进一步地巩固一个基于规则
的多边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也许需要

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必须要巩固它。
哈佛大学教授、前校长美国前财

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说，中国在过去
40年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目前
的政策逻辑很难理解，美国将中国作
为敌对的一方，是不正确的。中美双
边关系中哪一方成为输家的局面，都
是很难想象的。美国经济的命运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因素，而不是自身，
美国不可能做到一枝独秀。

苹果CEO蒂姆·库克则提出，拥
抱贸易、开放的国家会取得成功，反之
则失败。1+1=3，大家应该努力把蛋
糕做大，而不是争夺一块蛋糕。

不是基于实力或者强权不是基于实力或者强权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备
忘录对华采取限制措施，24日出席“中
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经济峰会
的国内多名权威专家表示，美国做法
有悖于国际贸易规则，对中国不利、对
美方不利、更对全球不利，美方应及时
悬崖勒马，回归理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
鸣说，美方针对中国的“301调查”依据
的是美国国内法，以国内法处置国际
贸易摩擦本身就有悖于国际规则。美
国“301调查”得出的结论不客观、不符
合事实，经济举动背后夹杂着政治动
机。美国据此采取的单边保护主义措
施，是一种粗暴、落后、停留在上世纪
的贸易思维和解决方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清
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认
为，美国曾是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缔
造者，而现在的做法却带有明显“破坏
者”性质。毫无疑问，美国举动会损害
中方利益，也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更
重要的是损害全球价值链。中美作为
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一旦双方贸易
摩擦升级，全球商品的成本、流通、价格
都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虽说中美
贸易摩擦不可避免，但他“不认为中美
贸易战会真打起来”。从美方角度看，
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只是第一步，要真正
付诸实践，还需经过国会听证取证等程
序，这需要90天左右，“我们要看这90
天双方能不能把事情缓解”。

商务部：
对美方提出磋商请求

表示遗憾
美国23日在WTO争端解决机制

项下向中方提出关于技术许可的磋商
请求。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24日表
示，对美方的磋商请求表示遗憾，将根
据WTO争端解决程序进行妥善处理。

美国提出的磋商请求主要针对所
谓中国的“歧视性的技术许可要求”。
美方指称中国政府有关技术许可条件
的措施不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定》的有关规定。

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表示，中方
已经收到美方提出的磋商请求。中国
政府一向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采取
了众多强有力的措施保护国内外知识
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取得的成绩有目共
睹。中方一贯尊重世贸组织规则，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中方对美方就此提出
磋商请求表示遗憾，将根据世贸组织
争端解决程序进行妥善处理。

违背规则
“美方近日公布

301调查报告，违背
国际贸易规则，不利
于中方利益，不利于
美方利益，不利于全
球利益。”

——国务院副总
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刘鹤

中国
表态

与美国财政部长通话
刘鹤:中方有实力捍卫国家利益

/

程序繁多
中美贸易战或有缓解余地中美贸易战或有缓解余地 /

美中逆差
美国产品自身须增强竞争力美国产品自身须增强竞争力/

应努力做大蛋糕
而非争夺一块蛋糕

李明博被逮捕：囚号716
房间比朴槿惠的大3平方米，申请看报纸

李明博发亲笔信：
一切都是我的错

李明博的儿子李时炯和女儿李周
妍（音）前往看守所探视，但未能与李明
博会面，缴纳收管金后离开。收管金可
用于在看守所购买零食、衣物等。

在22日深夜被捕前，韩国前总统
李明博通过社交网络发布了一封亲笔
信。“比起怨恨谁，现在的我只是自责，
一切都是我的错，回顾自己走过的路，
不论是在企业工作时，还是担任首尔
市长、总统时，都曾尽力了，特别是就
任总统后曾下定决心，要好好干一
番。虽然努力杜绝陈规陋习、做干干
净净的政治，但确实有在当今国民看
来显得不足之处。过去10个月我经
历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希望被逮捕能
减轻与我共事之人和家人的痛苦，我
愿意相信日后会有一天能以真面目示
人，说出想说的话。”

李明博被韩国检方逮捕之后，不

少人关注他是否会与朴槿惠成为“狱
友”。据韩联社报道，虽然首尔中央地
方检察厅的涉案人员一般被关押在首
尔看守所，但韩国法务部为防止加重
戒护负担和避免串供，李明博被押入
刚投入使用、闲置监室较多的首尔东
部看守所。

李明博需要早上6点起床，晚上8
点就寝，在室内独自就餐，并自己动手
洗餐具。韩国媒体24日报道，李明博
向看守所方面提出阅读报纸的申请。

如果全部罪名成立
面临至多45年监禁

鉴于李明博现年77岁，连夜走体
检、分配牢房等入狱程序，恐未充分休
息，检方考虑下周初前往首尔东部看守
所上门讯问李明博。考虑到他放弃抗辩
权不愿出庭接受逮捕必要性审查，而且
曾指责检方侦查矛头对准自己是政治报
复，有可能抵制对自己不利的讯问。

按照韩国法律，韩国检方可在剥

夺李明博人身自由的状态下开展10
天的调查，鉴于批捕申请书所列的罪
状包括受贿111亿韩元（约合6500万
人民币）、侵吞公司资金350亿韩元等
约14项，外加收受现代建设2亿韩元
贿赂等余罪尚不确定，韩媒称检方还
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延长10天逮捕期
限。但考虑到6月韩国地方选战已经
打响，为避免影响选情，检方可能不会
等到逮捕期限届满的4月10日才提起
公诉，预计韩国检方将在4月10日之
前起诉李明博。

自1945年韩国光复至今，韩国历
任总统中，此前除李明博之外，其余前
总统均悲剧收场，以致有了“青瓦台魔
咒”一说。如今，77岁的李明博恐也难
逃“魔咒”。

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看，李明
博涉案之多、范围之广超过了朴槿
惠。媒体分析认为，如果全部罪名成
立，李明博将面临至多45年监禁。

综合新华社、澎湃新闻

据韩联社 3 月 23
日报道，涉贿被捕的韩
国前总统李明博以未
决犯身份在单人间大
牢 房 度 过 了 难 眠 之
夜。他在被判监禁刑
前可依法享受前总统
特殊待遇。囚号716的
他被单独押入顶楼12
层的一间13.07平方米
（含卫生间）的单人牢
房，这比朴槿惠的牢房
面积大了约3平方米。

3月24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经济峰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听取嘉宾发言。新华社发

3月23日，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离开
位于首尔的住所。 新华社发

本组稿件综合
新华社、央视

明日限行 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