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俄首脑首次正式会晤

针对美国在《关于301调查的声
明》中指责中国长期从事不公平贸
易，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表示，
公平是靠大家平等协商来制定国际
规则，而不能自说自话，根据自身利
益来制定标准，甚至以牺牲其他国家
公平和利益为代价谋取最大利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在《关于301调查的声明》中指
责中国长期从事不公平贸易，导致
中国占便宜、美国吃亏。外交部发
言人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说，中国商务部上周已
经发表声明，批驳了美方有关错误

观点，指出美方有关指责完全是歪
曲事实、站不住脚。我想再问美方
几个问题：

第一，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贸
易规则主要制定者，美元是国际贸
易主要结算货币，而中国是国际贸
易后来者、WTO规则接受者。大家
有谁相信，规则制定者制定的规则
是利人不利己的？

第二，过去40年间，中美贸易
规模增长了230多倍，去年两国贸
易总量已接近6000亿美元，这既是
经济规律使然，也是中美经贸合作
互利共赢的必然。大家都知道，生

意人不做亏本买卖，资本从来都是
逐利的。难道美国在过去40年里
一直和中国做亏本买卖吗？美方可
不可以请那些长期和中国做生意的
美国企业出来说句公道话？

第三，今天中国已成为12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
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全
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去
年中国吸引外资居世界第二位，今年
上半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
比增长96.6%。难道这么多国家都
在并将继续与中国做亏本生意吗？

“我想指出，贸易不平衡不等于

不公平。公平是靠大家平等协商来
制定国际规则，而不能自说自话，根
据自身利益来制定标准，甚至以牺
牲其他国家公平和利益为代价谋取
最大利益。”她说。

华春莹表示，如果说，当年中国
入世谈判时，WTO规则的“篮筐”不
会为中国而降低，那么今天，经济全
球化大潮也绝不会因为某个国家包
括美方有些人逆潮流而动而退回到
一个个自我孤立的小河小湖。在今
天这个各国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
时代里，保护主义保护不了自己，单
边主义只会损人害己。 据新华社

美俄关系
能否“好好处”？
特朗普15日结束对英国的访

问，当晚从英国苏格兰飞赴赫尔辛
基。普京则于16日中午时分飞抵
赫尔辛基，比原定行程晚了半个多
小时，因此两人会面时间相应推迟
大约40分钟。

虽然普京姗姗来迟，但他却比
特朗普更早抵达会晤地点，即芬兰
总统府。媒体记者注意到，普京抵
达芬兰总统府“数分钟后”，特朗普
到达会场。

按美联社说法，特朗普似乎特
意等待普京到达芬兰总统府后，才
离开下榻宾馆前往这一会晤地点。

特朗普与普京见面后握手，面
对媒体记者发表简短开场白，随后
举行“一对一”会晤，只留翻译人员
在场。会晤长达两个多小时，超出
预定时间。按照计划，两人会晤后
共进工作餐，最后举行联合新闻发
布会。

特朗普在开场白里说：“老实
说，我们两个国家一直处得不太
好。我真心认为，世界希望我们好
好处。”他预测，美俄未来将拥有“超
乎寻常的关系”。

普京说，他与特朗普保持常规
接触，例如通电话、在国际会议上
碰面。按照普京的说法，“现在是

时候（让我们）详细谈谈多个国际
议题和敏感问题了”。

会晤成果
外界期待不高

就在会晤前几小时，特朗普在
社交媒体上说，美俄关系恶化，要归
咎于美国“愚蠢和糊涂”。

俄罗斯外交部很快给特朗普的
这条推文“点赞”，并且另发一条推
文称，“我们同意”。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美俄关系
已经跌至“冷战以来的最低点”。观
察人士普遍对这次特朗普与普京的
会晤期待值不高，认为难以取得实
质性突破。

俄克里姆林宫先前说，并不期
待这次俄美首脑会晤能有多少成
果，但希望这能朝着解决双方关系
中的危机“迈出第一步”。

路透社报道，美国一些强硬派
人士以及特朗普的多名顾问认为，
特朗普应该就多个议题施压普京，
包括克里米亚问题、所谓俄干涉美
国选举的指控、俄前情报人员在英
国“中毒”事件、叙利亚局势等。但
也有人质疑，如果特朗普咄咄逼人，
无助于改善两国关系。

在俄罗斯政治分析师安德烈·
巴克利斯基看来，俄美领导人此番会
晤很难谈成“石破天惊的协议”。美
国智库机构兰德公司研究员威廉·考

特尼持类似观点，认为双方可能先就
一些争议较小的事项尽量合作。

特朗普“即兴发挥”
引担忧

会晤议题预计将包括乌克兰、
叙利亚以及俄罗斯“干涉”美国
2016年总统选举。

俄方始终否认干涉美方总统选
举。特朗普在专访中重申，“通俄”
调查是“政治迫害”。

特朗普上月末在总统专机上告
诉随行记者团，他会向普京提及“干
涉”选举一事；就是否会承认克里米
亚并入俄罗斯，特朗普没有断然否
定，而说“等着看”。有分析认为，美
方“极不可能”承认克里米亚并入俄
罗斯。

一些北约国家担心，美俄首脑
会可能会产生对北约不利的结果。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先前告诫
特朗普，不要与普京达成损害美国
盟友利益的“交易”。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
主党籍资深成员马克·沃纳15日告
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新闻界对
话》节目，他不放心特朗普单独与普
京见面。“众所周知，特朗普对这类
会晤不会做很多准备。他差不多就
是去了再即兴发挥。如果有其他美
国人在场，我会安心得多。”

据商务部消息，中国于16日在世贸组织就美国301调查项
下对我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征税建议措施追加起诉。

中国在世贸组织
起诉美国301征税建议措施
外交部回应美指责中国从事不公平贸易：公平不能自说自话

释放缓和信号难解主要矛盾

据美俄两国此前公
布的消息，会晤将涉及
双边关系、中东局势、乌
克兰局势和反恐等多项
议题。特朗普和普京将
于会晤后举行联合记者
会，介绍会晤成果并回
答记者提问。

分析人士认为，一
次会晤难以解决美俄两
国结构性矛盾，但双方
希望通过象征性成果对
外释放缓和信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于7月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举行会晤。据外媒报道，两国领导人在短暂
会晤后，进行了长达2小时10分钟的“一对
一”会谈。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美俄两国总统首次举行正式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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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人民网

7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左）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芬兰首都赫尔
辛基举行会晤。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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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
中共一大唯一的
少数民族代表

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男，贵州荔波人，水
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中共党组织的创始
人。1929年1月，邓恩铭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于
纬八路刑场就义。

1931年4月5日，在山东省济南市纬八路侯
家大院刑场，邓恩铭身负镣铐，与其他20多名共
产党员一起，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1901年出生于
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邓
恩铭的父亲以行医卖药为生计，对长子邓恩铭寄
予厚望，希望他饱读诗书，考取功名。邓恩铭六
岁踏入私塾学习，十岁时进入荔波县模范两等
小学堂读书。新式学校的新法教学使邓恩铭受
到早期的启蒙教育，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激
起少年邓恩铭对封建统治的愤恨。他毅然决
定，告别家乡，到更广阔的地方寻访救国真理。

1918年，依靠在山东的亲戚资助，邓恩铭
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他阅读进步刊物，开
始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五四运
动爆发后，邓恩铭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
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
动。在学生运动期间，他同济南省立第一师范
的学生领袖王尽美一见如故，结为亲密无间的
革命战友。

1920年 11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进步团
体“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
状。

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
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作
为济南中共党组织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
创建。这次大会上，年仅20岁的邓恩铭是唯一
的少数民族代表。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
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
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同年底，邓
恩铭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
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邓恩铭在青岛工作期间，先后以四方机车
厂和纱厂为中心，在各厂举办工人夜校，向工人
们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培养和带动四方机车厂
30多名积极分子秘密组织工会，全厂800多名
工人在他的号召下加入了工会，占全厂工人总
数的60%以上。

1925年2月，胶济铁路局上层发生内讧，邓
恩铭与王尽美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胶济铁路和四
方机车厂工人举行全厂大罢工。五卅运动前后，
邓恩铭又组织领导了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
大罢工为主的工人运动，历时3个多月，成为五
卅运动的先导。

白色恐怖笼罩岛城，邓恩铭遭受当局通缉。
1925年 11月，山东地方委员会机关被敌人破
坏，他被捕入狱，遭受残酷折磨。后因在狱中染
上肺结核，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
1926年6月，他又再次秘密回到青岛，担任中共
青岛市委书记。

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
委员会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
党组织开展斗争。1929年1月19日，邓恩铭从
淄博矿区返回济南，由于王复元、王用章叛变，邓
恩铭在济南再次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邓恩
铭咬住牙关，在狱中还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组
织了两次越狱斗争，使部分同志得以脱险。
1930年，邓恩铭忍受病痛，在狱中最后一封书信
中留下遗作《诀别》：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
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据新华社

智能牙科突破行业瓶颈，
80岁种牙如何实现“当天种牙当天戴牙”？

拨打健康热线：028-96111预约即刻用，结束“粥汤度日”的痛苦，实现“当天种牙当天用”
问题一：不少老年人一提到种

植牙，很多人第一个顾虑就是担心
种植牙会不会要很痛？

据了解，种植牙手术是一个较
小的牙槽外科手术，类似拔牙，采用
局部麻醉，创伤小，术后即可进食，
几乎无痛苦。一般种植体植入术只
需要几十分钟至数小时即可以完
成。由于选用的是与人体相容性极
好的生物材料，种植牙对人体不产
生任何不良的副作用。

问题二：仍有很多老年人顾虑
重重，听说种一颗牙要花3-6个月
的时间，那么种植牙会不会很耗时
间？

在大家印象里的种一颗牙要等
大半年，首先，医生要给种牙者拔

牙，然后等待3个月，再让种牙者前
来复诊，看看恢复情况；接着，医生
会给市民种植一颗牙钉，然后再让
市民回去等待3个月来复诊，看看
牙钉融合情况如何；最后，医生才会
把这颗种植牙给完成。这样一算，
前后要花上半年多的工夫，还得往
返跑上好几次医院。但是在智能牙
科，因为与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
相结合，所以种牙时间大大缩短，牙
槽骨条件好还可以达到“即刻负
重”。

问题三：这么大年龄做手术身
体能不能受得住？全口牙都要种，
经济能不能承担得起？

事实上，高龄老人由于身体机
能下降，手术耐受性差，同时，心理

担忧也会造成老人对于疼痛过度
敏感。因此，“即刻用”专门针对老
年人有一套体系化的种植规范和
流程，手术前的准备更加精细，不
仅需要更全面的口内数据采集，还
需对全身进行充分检查，并详细制
定了手术预案和应急预案,提前在
智能种植牙模拟系统中预演无数
遍,直到有充分把握了才敢开始手
术，手术过程中，心电监护及内科
医生全程参与手术，以最大限度
地增加手术的安全性。“即刻用”
修复半口、全口缺牙只需要 4-8
颗种植体，只要老人口腔情况良好
的话，30分钟左右即可完成种植，
而且即种、即用，不会给生活带来
诸多不便。

高龄全口缺牙
智能牙科
也可以即种即用

从专业角度去看，“即刻用”
方案是融合国际微创无痛外科技
术、现代3D数码成像技术和种植
系统的完美结合，植入高生物活
性种植体，再采用纳米融合技术，
让种植体和人体组织完美融合，
快速融入牙周组织。由于手术切
口细到微米，肉眼几乎看不见，并
且需要的种植体数量少，半口只需
4颗、全口只需8颗，所以手术时间
短。手术采用 Nitrous Oxide 新

型气体麻醉系统，种植过程中能
保持无痛清醒状态，并能依照种
植牙医生指令做出口腔反应，避
免不必要的器械和操作带来的二
次损伤。

高龄老人本身口腔情况就复杂
多变，再加上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
慢性疾病的困扰，使得老年人在镶
牙、种牙时，应该被‘区别对待’，如
果平时出现因为缺牙而导致牙龈出
血、牙齿松动、疼痛等问题，需及时
就医。如果您也想能够当天种牙当
天吃饭，但是又不放心到底自己能
不 能 做 ，也 可 以 拨 打 热 线
028-96111申请还可以与已经做
过“即刻用”并当天戴牙，当天用牙
的植牙者交流。

一些缺牙的老年人认为，上了岁
数后，缺牙是属于正常的衰老现象，
饭量变小，就只能多吃些滋补的营养
来弥补身体。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缺
牙老人的生活写照是“面条煮到烂，
把肉剁成渣，青菜嚼不动，水果榨成
汁。”因为牙齿的缺失，硬的嚼不动，
筋道的嚼不了，还要承受面颊凹陷显
老、发音不清、牙槽骨萎缩、邻牙倾斜
松动、诱发胃肠病等诸多危害。很多
的老年缺牙者也都知道种植牙好，也
想做种植牙，认为种植牙“吃饭得劲，
像真牙一样想吃啥就吃啥，身体更健
康”，但是种植牙毕竟是一个手术，想
种牙的老人家也有有很多的疑虑，在
这里，智能牙科为大家详细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