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美国政府的华为禁
令导致美农村地区无线基础
设施建设被迫中断”

“中美双方业界都清
楚，责任不在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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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成都分行
与延长壳牌（四川）石油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王矜）5月22日
下午，招商银行成都分行与延长壳牌（四
川）石油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将利用其在金融
科技、零售服务、供应链金融、交易银行
等方面的优势，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
地支持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的
经营发展，同时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
限公司将依托于自身优势，携手招商银
行成都分行在供应链金融、支付结算、车
主经营等领域深入合作。

招商银行成都分行与延长壳牌（四
川）石油有限公司的合作可以追溯到
2008年。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行长助理高
照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招行与延长壳牌
在POS业务结算等多个领域广泛合作，
双方合作将实现互利共赢。目前招行的
金融科技战略正在稳步实施中，招商银
行成都分行正在打造的“车主专区”，可
为车主提供加油、洗车、停车等一条龙服
务，方便车主出行。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就“中美经贸磋商”“华为禁令”等问题答记者问

美国政府竭力打压华为
对美民众造成伤害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昨天，《纽约时报》头版刊发了一篇封面
文章称，美国政府的华为禁令导致美农
村地区无线基础设施建设被迫中断，美
农场主面临无法及时与外界联络的境
遇。有评论称，美国政府加大对华“遏
制”，反而使得美农民深陷“雪上加霜”
的处境。针对美国政府此前宣布的农
业补贴，美各大农业协会也纷纷向美政
府喊话，他们要的不是“创可贴”，而是
能让农民活下去的长久之计。中方有
何评论？

陆慷说，长期以来，中美两国业界，
包括在农业领域，保持着友好合作关
系。“对于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农牧业从
业者遇到的困难，正如我在这里曾说过
的，他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深表同情。
同时中美双方的业界都非常清楚，造成
这一局面的责任不在中方。”

“你所提到的上述文章再次揭示，
美国政府‘极限施压、制造混乱’的做法
对美国业界和消费者造成了严重伤害。”

陆慷说，“美国政府某些人竭力打压华
为，一方面始终拿不出任何令不论是美
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信服的证据；另一
方面却对美国民众，包括业界和消费者，
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伤害。美国国内对此
有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这毫不奇怪。”

据报道，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27日声称，美国还没准备好同中
国达成经贸协议。

陆慷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一段
时间以来，美方、包括一些高层人士在
内，围绕中美经贸磋商有过各种各样的
说法，有的时候说很快要达成协议，有
的时候又说达成协议可能有困难。

“就在同一时期，中方的表态始终
是一致的。”陆慷说，“第一，我们始终认
为，两个国家之间的任何分歧，包括中
美在经贸领域的分歧，当然应该通过友
好协商和磋商谈判解决；第二，我们始
终坚持，中美之间的经贸磋商必须基于
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原则。”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近日，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发
表声明，强调国际学生和学者是受欢迎
和尊重的，开放是美国顶尖大学取得卓
越成就的关键，也必须始终是耶鲁大学
的标志。在近来美国政府以“国家安
全”为由，对中美人文交流人为设限、加
强审查的背景下，中方如何看待耶鲁大
学这一声明？

“事实上，发表类似声明的远不止
耶鲁大学一家。”陆慷说，“去年12月中
美元首阿根廷会晤时，特朗普总统向
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欢迎中国留学
生赴美留学。但令人遗憾的是，一段
时间以来，美方一些部门、机构毫无依
据、不择手段地对正常的中美人文交
流进行限制、设置障碍，对中美正常的
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产生严重干扰，
坦率地讲，这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也引发了中美两国学界乃至社会各界
的广泛担忧。”

他说，今年以来，包括耶鲁大学、斯
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
美国多所高校发表声明，对包括中国留
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和学者表示支持，
认为基于国籍而产生的怀疑会导致可
怕的后果。

今年3月，哈佛大学校长巴科也
明确表示，美中高校等教育文化机构
保持和深化交流合作，对促进美中关
系十分重要，哈佛大学将继续推进
同中国高校和教育科研机构的交流
合作。

“中方始终认为，保持人员往来与
人文交往是促进中美各领域交流与合
作的基础，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
望，不应当人为地把它政治化或施加
干扰。希望美国政府的某些人士能够
回归理性，尊重民意，多做有利于促
进中美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事
情。”陆慷说。

陆慷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坚决反对美国政府以任何形式、任何
借口与台湾方面进行官方往来，他敦
促美方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
对中美关系和两国在重要领域的合作
产生影响。

据报道，台湾方面声称，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近期与他的
台湾“对应官员”进行了会谈。

陆慷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说：“鉴于
美国政府已经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
承诺它与台湾只是保持非官方的往来，
所以不存在所谓李大维先生与博尔顿
先生是‘对应官员’一说。”

“对于你提到的事，中方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陆慷说，“一个中国
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坚
决反对美国政府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
与台湾方面进行官方往来。我们也坚
决反对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
一台’的行径。这一立场十分明确，也
从未改变。”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或提升实质关系，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
关系和两国在重要领域的合作产生影
响。”陆慷说。

据新华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7日与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东京会晤，讨论日
美贸易、朝鲜半岛无核化等议题。

特朗普继续就贸易谈判施压，但同
意宽限日本至7月参议院选举结束后出
结果。

见天皇
会晤15分钟，互赠礼物

日本新天皇德仁、皇后雅子27日上
午在皇居会见特朗普和妻子梅拉尼娅，
双方握手、用英语互致问候。欢迎仪式
后，在“竹之间”宫殿会晤大约15分钟。

按宫内厅的说法，特朗普夫妇向德
仁赠送一把1938年制作的小提琴，向雅
子赠送由雅子母校美国哈佛大学树木
制成的钢笔。德仁夫妇回赠一只碗和
一只镶金盒子。

特朗普25日至28日访问日本，是德
仁即位后接见的首名外国领导人。会
见新天皇前，特朗普26日在安倍陪同下
打高尔夫、观看相扑比赛。美国《华盛
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在日本的第一天
过得像游客”。

日本定于7月举行参议院选举。共
同社解读，安倍内阁试图借特朗普访日
为自己“加分”，在选举前提振民众对执
政党自由民主党的支持。

显分歧
“半岛无核化”问题说法不一

安倍与特朗普27日中午正式会谈，
涉及日美同盟关系、贸易谈判、朝鲜半
岛无核化等议题。

按照事先商定，会谈没有发表联合
声明。两人随后一同出席记者会。

安倍说，他与特朗普就加速日美贸
易谈判、早日达成符合两国利益的协议
达成一致。他告诉特朗普，将不设前提
条件实现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

会晤。安倍在记者会上再次批评朝鲜5
月9日发射疑似短程导弹“违反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决议，极为遗憾”。

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议题，特朗普的
说法与安倍不同。特朗普告诉媒体记
者：“我个人认为朝鲜将发生不少好事
……我说得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我
感觉那样。”他说，他不担心朝鲜最近发
射疑似导弹，“朝鲜没有做核试验，没有
发射远程导弹”。

日本媒体报道，安倍正考虑6月访
问伊朗，以期参与斡旋美伊关系，缓和
两国之间紧张局势。特朗普说，知道安
倍与伊朗领导人关系密切，“将看看会
发生什么”。

留筹码
特朗普同意推迟“美日贸易谈判”

特朗普26日午餐食用美国产牛肉
汉堡，27日告诉媒体记者，要为美国出
口日本产品消除贸易壁垒，希望不久后
发布更多美日贸易消息。

“我认为我们会发布一些消息，可
能在8月，那将利于两个国家，”特朗普
26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我们会
实现贸易平衡，迅速纠正（不平衡）。”

安倍4月下旬访问美国时，特朗普
要求日本撤销或降低美国农产品关税，
期待5月访日前“贸易谈判可能会出结
果”。安倍告知7月将举行参议院选举
后，特朗普27日同意拖到参议院选举以
后，以免自民党流失农民选票。

共同社报道，尽管特朗普“降调”，
一旦日本选举结束，特朗普明显将催促
日本作决定，缘由是他明年面临总统选
举，希望回应美国农业团体扩大对日出
口的要求，视对日贸易谈判为重要政
绩。

日本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
南武志告诉共同社记者，特朗普同意将
贸易协议推迟到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束，

“相当于送日本人情，会成为今后谈判
的筹码……可能要求日本在农业和汽
车领域进一步让步”。 据新华社

修好海湾邻国 伊朗提议签“互不侵犯条约”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伊朗外交

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26日说，
伊朗将抵御任何“军事和经济侵犯”，希
望与海湾地区阿拉伯邻国构建“平衡的
关系”。

伊朗媒体25日报道，伊朗总统哈
桑·鲁哈尼酝酿就伊朗核计划举行公民
投票。

签约邻国？
扎里夫26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与伊拉克外长穆罕默德·阿里·哈基姆
会面。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将抵
御任何“军事和经济侵犯”。

“我们将抵御任何针对伊朗的战争

行动，无论是经济战还是军事战，”扎里
夫说，“我们将坚强应对。”

扎里夫同时说，伊朗希望与海湾阿
拉伯邻国构建“平衡的关系”，已经提议
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依照他的说法，
伊朗愿意与海湾国家构建“最好的关
系”，欢迎任何针对这一议题的对话倡
议。

哈基姆告诉扎里夫，伊拉克愿意为
伊朗与美国充当调停人，伊拉克方面认
为“经济封锁”不会有成效。

“我们明确、坦诚地反对美国的单
边行动，”哈基姆说，“我们支持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的立场。”

伊拉克国家电视台25日播发扎里

夫当天到访巴格达的消息。据伊朗官
方媒体报道，扎里夫这次出访邻国为期
两天，行程包括与伊拉克总统和外长会
晤。

付诸公投？
半官方的伊朗劳动新闻社25日晚

些时候报道，伊朗总统鲁哈尼酝酿把伊
朗核计划付诸公投。

依照鲁哈尼的说法，他2004年出
任伊朗核谈判高级代表时曾向伊朗最
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提议
就核议题举行公投。

路透社解读，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
革命以来，伊朗仅就批准创建伊斯兰共

和国、批准以及修订宪法等事项举行过
3次公投。把核计划付诸公投将给予伊
朗领导人更多“活动空间”，为缓解当前
紧张局势提供机遇。

美国政府去年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并对伊方“极限施压”，施行
广泛和严厉制裁，把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要求伊方就
核、导弹和地区安全等事项满足美方
条件。

伊方强硬应对，拒绝与美方重新谈
判，把辖区包括中东的美军中央司令部
及下属部队列为“恐怖组织”，警告将停
止执行核协议部分内容、恢复更高丰度
铀浓缩活动。

销售不符合要求的商品
隐瞒重要信息误导消费者
西安奔驰利之星
被罚100万元

新华社西安5月27日电 27日，陕西
省西安市高新区市场监管部门通报“女
奔驰车主维权事件”中汽车销售企业涉
嫌违法案件调查处理结果。西安利之星
汽车有限公司存在有销售不符合保障人
身、财产安全要求的商品，夸大、隐瞒与
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误导消费
者的两项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合计100
万元罚款。

此外，相关执法部门对陕西元胜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涉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违法行为已另案查处。对梅赛德斯-奔
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涉嫌销售不
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产品的行
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之规定，
已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

贵州省贞丰县船只侧翻
事故搜救结束

共造成13人死亡
新华社贵阳5月27日电 记者从贵州

省贞丰县人民政府了解到，5月23日贞丰
县鲁容乡发生船只侧翻事故。现场搜救
工作至5月26日全部结束。经核实，船上
共29人，生还16人，死亡13人。

5月25日22时许，搜救船值班人员接
到群众反映，在望谟县乐元镇里尚村里
同组水域发现飘浮物，经连夜组织打捞
并由公安机关鉴定确认身份，系最后1名
失联人员遗体。

工信部未收到
“水氢能源车”准入申请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记者27日
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没有收到有关青
年汽车公司“水氢能源车”的产品准入申
请，该车型未获得产品公告，不能生产销
售和上路行驶。同时，该车型也没有申
报新能源汽车补贴。

未做到病人实际隔离

69人感染丙肝
江苏东台医院院长被免职

针对“东台人民医院院内感染”事
件，27日，中共东台市委宣传部微信公号

“东台发布”刊发通报称，东台市人民医
院确认丙肝病毒感染69例。专家组调查
认定，此次事件是一起因医院院内感染
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院内
感染事件。东台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和分管副院长免职处理。

通报介绍，5月13日，东台市卫健委
接到东台市人民医院报告，该院血液净
化中心血透患者中新发生丙肝抗体阳
性，疑似发生院内感染。东台市卫健委
立即组织力量，开展现场调查处置工作，
并逐级上报相关情况。国家、省、盐城市
卫健委第一时间组织专家组到现场指导
调查处理工作。经对所有血透患者的筛
查检测，共诊断确认丙肝病毒感染69
例。专家组调查认定，此次事件是一起
因医院院内感染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
原因造成的院内感染事件。

通报称，事件发生后，东台市迅速成
立事件调查处置工作组，组织各方力量，
全力做好医疗救治、事件调查、责任认定
等工作，并严格按照专家组确定的治疗
方案，对所有丙肝病毒感染者进行药物
及相关辅助治疗，目前所有患者病情稳
定。

通报介绍，根据国家、省、盐城市卫
健委要求，东台市正在全市范围内组织
开展院感风险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诊
疗行为，并责令东台市人民医院根据专
家组意见，针对存在问题，迅速落实整改
方案，限期整改到位。同时对相关责任
人进行了严肃问责处理，给予东台市人
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和分管副院长免
职处理，给予其他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

综合央广网、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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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首脑会谈
未就贸易谈判实质问题达成一致

5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例
行记者会上就“美国政府的华为禁令”
“美方称还没准备好同中国达成经贸协
议”“美方对中美人员往来设限”等提问
作出回应。

关于“美国政府对中美人
文交流人为设限”

“人员往来、人文交
往不应当政治化”
3

关于“美方称还没准备好
同中国达成经贸协议”

“中美经贸磋商必须
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互
利原则”

2

关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与台湾‘对应官员’会谈”

“坚决反对美国政府
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与
台湾方面进行官方往来”

4

日美首脑
“一团和气”
背后仍存巨大分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7
日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东京迎宾馆举行首脑
会谈。双方确认日美同盟
关系，但会谈未就日美贸
易谈判中双方关心的实质
性问题达成一致。

这是安倍与特朗普之
间举行的第11次日美首
脑会谈。近3小时的会谈
结束后，安倍在联合记者
会上表示，进入令和时代，
日本依然将旗帜鲜明地展
示日美同盟间牢固的纽带
关系。安倍强调了日本企
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期
待日美经济获得更大发
展，并表示双方在会谈中
就加快日美贸易谈判进程
达成一致。

特朗普强调，多年来，
日美间存在着庞大的贸易
不平衡问题。美国的目标
是削减与日本的贸易赤字，
扫清对日出口贸易壁垒。
他表示，相信美日贸易谈判
能够达成对两国来说都有
利的协议。特朗普还否定
了美国重新加入跨太平洋
伙伴协定（TPP）的可能性，
称“如果美国加入协定，汽
车产业必然受到打击，美国
不会受协定的束缚”。

双方在会谈中还就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
等问题协调立场。

据新华社

5月27日，在日本东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右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二）举
行工作午餐。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