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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
16日在北京落幕；同日，千里之外的江苏
昆山，全球数百家企业齐聚2018中国品
牌产品进口交易会，拓展贸易合作。

这是中国向世界敞开怀抱的缩影——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敞开胸襟、

拥抱世界，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
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进入新时代的
中国，正勇立潮头，扩大开放扬帆起航。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突如其来的
短暂暴雨过后，空气湿润清新。不远
处，第十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
传来理性的声音——中美应共同维护
世界经济复苏的良好势头，顺应全球化
开放潮流，以积极务实态度弥合分歧、
共赢发展。
“我们希望开放市场。”美国全国商

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在对话开幕式上
说，“我们有共同的责任来维护世界和
平繁荣和稳定。”

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对外开
放，中国从来不开空头支票：
——连续降关税。在此前对婴幼

儿用品等一系列进口商品大幅降关税
基础上，5月 1日起，以暂定税率方式将
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进口
关税降为零。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允许

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
理等业务；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
范围；在汽车领域，通过 5年过渡期，汽
车行业将全部取消外资股比限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重新组

建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国内外企业营造
一视同仁、同等保护、稳定透明、可预期
的营商环境。
——主动扩大进口。年底将举办

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工作正
有序开展，已有60多个国家正式确认参
展，1000多家企业签约。

一系列扩大开放举措，推动外贸结
构进一步优化。最新统计数据显示，4月
份，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7.2%，上月
为下降2.5%。其中，出口增长3.7%，进口
增长11.6%，贸易顺差收窄27%。

过去 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
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

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展示扩大开
放的决心和力度。

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新兴经济
体研究室副主任李大伟看来，扩大进口
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重要作
用。以市场为主体，有效扩大先进技术
装备、优质零部件、重要能源资源等生
产要素的进口，有利于优化我国生产要
素结构，扩大有效优质产品供给，促进
供需平衡向更高层次跃升。

与此同时，中国不少高技术领域还
处在追赶态势，坚持对外开放，才能取
得更大发展。
“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源自中国深

化改革、发展经济的自身需要。”中国-
美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周文重认为，
开放不是单向的，不应只有中国一方采
取行动，而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寻求交
汇点，国际社会各方应与中方相向而
行，通过实际行动，开辟更多共同利益。

5月的昆山，风和日丽。覆盖 15个

国家和地区、超过 300家参展企业、约 3
万人次的专业观众，2018 中国品牌产
品进口交易会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
“40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而言只

是一个开始。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
会停歇，构筑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将是接
下来的工作重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说。

在逆全球化潮流涌动、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背景下，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对外
开放，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寻求
普惠包容，为世界贡献更好的合作机制
和方案。
“更加开放的中国将为世界发展提

供更多投资机会。”国家信息中心经济
预测部副主任牛犁说，预计未来 5年，
中国将进口 8万亿美元商品、吸收 6000
亿美元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
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7亿人次。
“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市

场、更充足资本、更丰富产品、更宝贵合
作契机。”牛犁说。

相通则共进。中国坚持扩大开放，
将持续地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引领形成“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合作共
赢国际环境，更好地发挥世界经济增长
的动力源和稳定器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记者

刘红霞、孙奕、申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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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签署命令批准
新的政府架构方案

据新华社莫斯科 5月 15日电

（记者安晓萌）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15日发布的消息，总统普京当天签署
命令，批准总理梅德韦杰夫提交的新
的政府架构方案，一些部门和职位将
进行调整。根据方案，俄教育科学部
将一分为二，分为教育部、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两个部门。经济发展部下属的
驻外商务代表处转至工业贸易部；通
信和大众传媒部更名为数字发展部。

北约把网络防御
建设作为优先事项

据新华社巴黎5月15日电 （记
者韩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15
日在巴黎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
上表示，网络攻击是北约目前需要应
对的真实威胁，北约把网络防御建设
作为优先事项之一。据介绍，北约目
前正在建设网络行动中心，并已组建快
速反应网络部队，为北约成员国提供
24小时支持服务。4月下旬，位于爱沙
尼亚首都塔林的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
越中心还举办了一次全球规模最大的
网络防御演习。

巴召回驻美代表
抗议美国迁馆

据新华社加沙5月15日电 （记
者赵悦、杨媛媛）巴勒斯坦 15日宣布
召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驻
华盛顿办事处代表胡萨姆·佐姆洛特，
以抗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14日在
耶路撒冷开馆。

据新华社平壤5月16日电 （记者
程大雨、吴强）朝中社 16 日凌晨报道
说，鉴于韩国与美国近日开展针对朝鲜
的大规模联合军演等挑衅与对抗行为，
朝鲜不得不中止原定于 16日举行的北
南高级别会谈，而美国也应对提上日程
的朝美首脑会晤的命运三思。

报道说，韩美从 11 日开始在韩国
全境开展了大规模联合空中作战演
习。此次演习是对《板门店宣言》的“挑
战”，是与朝鲜半岛形势背道而驰的“军
事挑衅”。

报道说，在韩国采取盲目的侵朝战
争演习和对抗做法的险恶形势下，朝鲜
不得不中止原本预计于 16日举行的北
南高级别会谈。刚迈出第一步的北南

关系面临困难和障碍，责任完全在于韩
国政府。美国也应对提上日程的朝美
首脑会晤的命运三思。朝鲜将密切关
注美韩今后的态度。

据新华社平壤5月16日电 （记者
程大雨、吴强）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
桂冠 16 日发表谈话说，如果特朗普政
府想强迫朝鲜单方面弃核，朝方或将重
新考虑是否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

据朝中社当天发布的谈话内容，金桂
冠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为改善朝美关
系，带着真诚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朝方
会予以应有的回应；但如果只是想强迫朝
鲜单方面弃核，朝方对这样的对话将不再
感兴趣，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对即将到
来的朝美领导人会晤予以响应。

金桂冠说，在朝美领导人会晤前，
美国向对话另一方随意发出极度刺激
性的言论，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做法，让
人感到失望。他认为，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此前提出以“先弃
核、后补偿”为原则的“利比亚弃核模
式”等主张，不是有意通过对话解决问
题，而是企图在朝鲜身上重演把国家完
全交给大国而崩溃的利比亚或伊拉克
的命运。如果美国政府听从“利比亚弃
核模式”等言论，今后包括朝美领导人
会晤在内朝美关系前景将如何就再清
楚不过了。朝鲜已经表明了朝鲜半岛
无核化意愿，为此屡次阐明，美国结束
对朝敌视政策和核威胁恐吓是半岛无
核化的先决条件。

朝鲜宣布中止16日朝韩高级别会谈
或将重新考虑是否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

本报济南5月16日电 贾春明、

陈永林报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不
畏艰险、不辱使命！”以陆军第 80集团
军为主体组建的中国第 6批赴马里维
和部队 16日下午在济南遥墙机场举行
出征仪式。首批 190 名官兵飞赴位于
非洲西部的马里共和国，执行为期一年
的国际维和任务。

中国第 6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共 395
人，包括 170人的警卫分队、155人的工
兵分队和 70 人的医疗分队。其中警
卫、工兵分队分别以第 80集团军某合
成旅和某工程防化旅为主组建，医疗分
队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 253 医院为
主组建。他们将接替第 5批维和部队
担负战区司令部营区安全防卫、任务区

内道路和机场跑道设施抢修、伤病员救
治和卫生防疫等任务。

今年年初以来，第 6批赴马里维和
部队高标准完成了行前准备工作，他
们结合任务区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全
要素实战化训练。警卫分队针对梳理
出的袭击劫持、突发情况、社会骚乱等
11种 117个案例反复进行演练；工兵分
队专门开展陌生复杂环境下工程作业
训练和心理行为训练，着力提高官兵
应对各种风险的作业能力；医疗分队
重点进行实战背景下战场抢救和卫生
防疫演练，所有队员均能熟练运用外
语问诊。此外，他们还系统学习了联
合国维和行动法规条例、外交礼仪常识
以及当地风俗民情。

中国第6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出征

朝中社16日凌晨报道说，鉴于韩国与美国近日

开展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演等挑衅与对抗行为，

朝鲜不得不中止原定当天举行的北南高级别会谈。

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当天也表示，如果美国想

强迫朝鲜单方面弃核，朝方或将重新考虑是否参加朝

美领导人会晤。

舆论认为，朝美领导人会晤在即，朝方的表态是

在表达不满，“告诫”美韩方面谨慎行事，不要作出与

半岛局势缓和背道而驰的举动。

自今年平昌冬奥会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一系

列积极变化，正在朝缓和的方向发展。朝方在推动半

岛局势缓和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朝韩领导人在板

门店举行了历史性会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朝时，

朝方释放了3名美国公民；朝方还宣布将举行朝鲜北

部核试验场废弃仪式。

朝美领导人会晤在即，朝方不断释放善意，希望

得到美方善意回应，但美韩方面此时举行军演，显然

不符合朝方期待。美方近日的表态，也被朝方理解为

“逼迫朝鲜单方面弃核”。无怪乎朝方在宣布中止会

谈时还警告说，美国也应对提上日程的朝美领导人会

晤的命运三思。

北南高级别会谈被朝方叫停，显示出当前半岛

形势依然脆弱的现实。半岛局势的复杂性提醒世

人：每一次形势的进展、关系的转圜都十分脆弱，只

有倾注智慧、耐心和恒心，才有希望实现持久和

平。众所周知，朝美矛盾已延续几十年，双方严重

缺乏互信。如今，朝美正面临化解双方心结的历史

性机遇，理应妥善把握。任何一方的刺激行为，都

会对来之不易的对话气氛泼冷水。如果只顾自身

利益，无视他方诉求，半岛局势难免重新陷入紧张

升级的怪圈。

眼下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的缓和局面，是各方共同

努力的宝贵成果，值得各方倍加珍惜与呵护。当前，

国际社会对半岛和平前景充满期待，有关各方尤其需

要保持定力、相向而行，多说有利于展示善意、缓和紧

张的话，多做有利于推动对话、增进互信的事。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记者辛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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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苏丹达尔富尔 5月 16日电

余磊报道：当地时间 16日，已经停飞 4
天的法希尔机场向中国首支维和直升
机分队发出放飞许可。直升机分队第
一时间起飞，运送大批因调整部署而滞
留在法希尔机场的联非达团工作人员
前往各个任务点。

10时许，分队 3架直升机按计划依
次起飞，分别飞赴 6个不同任务点。10
时 35分，刚刚安全到达库图姆任务点
的分队UNO-796机组，又接到联非达
团航空部门新指令——因俄罗斯一架
直升机突然出现故障，中国直升机分队
UNO-796机组须紧急飞往恩·巴努任
务点，执行约旦建制警察分队轮换运送
任务。

恩·巴努任务点位于达尔富尔高
原西北部，距离法希尔市约 200 公里。
一段时间以来，当地政府军与反政府
武装冲突频发，对飞行安全带来很大
影响。飞行中，机组官兵凭借过硬飞
行技术，适时调整飞行姿态，精准把握
起降时机。约 1小时 15 分后，直升机
安全降落在恩·巴努任务点停机坪。

早早等候的约旦建制警察分队官
兵兴奋地向机组官兵挥手致意，他们登
机后激动地说：“我们本以为回家的行
程要被耽搁了，但没想到中国朋友赶来
了，非常感谢你们！”

14时 40分，满载人员和各类物资
的 UNO-796 直升机起飞返航，于 16
时许精准降落在法希尔机场停机位。

完成紧急飞行运送任务

在饱受战争蹂躏的黎巴嫩南部，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那里开展排雷行

动已近40年。中国从2006年开始向黎巴嫩维和行动派出多功能工兵分

队、医疗分队与建筑工兵分队等。12年来，中国共向黎巴嫩维和行动派

遣5300余名维和人员。截至目前，中国赴黎巴嫩多功能工兵分队发现、

排除地雷和未爆物9719枚，完成大量设备的维修任务。

左图：中国维和官兵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扫雷示范作业。

下图：中国维和官兵在黎巴嫩南部转移未爆航弹。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让危险雷场变成美丽家园
—中国赴联合国黎巴嫩临时部队多功能工兵分队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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