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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加坡6月1日电 （记者
林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邵
元明 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
会（香会）期间表示，中方欢迎美方继续
发展稳定中美两军关系的表态，但坚决
反对美方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一些
错误言论。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当天在香
会上作了主旨发言。邵元明在中国代表
团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沙纳汉在发言
中表达了继续发展一个稳定的中美两军
关系的愿望，对此中方表示欢迎。但中
方也注意到，沙纳汉在台湾、南海等问题
上老调重弹，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对此
中方坚决反对。

关于台湾问题，邵元明指出，台湾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
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美方却在香会
上再次表示将根据所谓的“与台湾关系
法”向台湾提供必要的支持。邵元明指
出，美方近来在涉台问题上的一系列消
极言行，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向“台独”势力释放了严重的错误信号，
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邵元明强调，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
统一，这是历史大势，民族大义。如果有
人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
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捍卫祖国的统一。

关于南海问题，邵元明提到，沙纳汉
在演讲中谈到了所谓破坏“航行自由”、推
进岛礁“军事化”等。中方对此的回应是，
首先，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
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
理依据。长期以来，各国在南海地区的正
常航行和飞越活动一直保持着畅通无阻，
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根本不是问题。
第二，美国频繁派舰机擅闯中国南海岛礁
邻近海空域，在南海开展高频度的抵近侦
察和针对性的军事演习，这不利于地区和
平稳定。中方根据岛礁面临的安全形势，
部署必要的防御设施，既是主权国家的当
然权利，也是针对这些挑衅行动的必要反
应。第三，在中国和南海沿岸国家的共同
努力下，域内国家相互信任明显增强，南
海的形势总体稳定向好。地区国家完全
有意愿、有智慧、有能力，管控分歧、共促
和平，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
海和合作之海。

邵元明介绍，出席香会的中国国务
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5月 31日与沙纳

汉进行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会谈。双方
一致认为，保持一个稳定的中美两军关
系非常重要。中国军队将坚决落实两国
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深化两军的交流合
作，管控分歧与风险，努力推动两军关系
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第 18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5月 31 日
至 6月 2日在新加坡举行。魏凤和率团
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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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俄罗斯也加紧在远东地区开发开放，两
国之间的人文、贸易往来日益活跃。但
长期以来，中俄两国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滞后，通道不畅始终是困扰中俄双
边贸易加速发展的瓶颈之一。

1988年，中俄两国提议修建黑河至
布拉戈维申斯克界河公路大桥，但项目
实施一直进展缓慢。“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让中俄间跨境基础设施的建设提
速。2015年 9月，在中俄两国元首共同
见证下，两国交通运输部门签署了《〈建
桥协定〉修订议定书》。2016年 12月，黑
河-布拉戈维申斯克界河公路大桥正式

开工建设。
如今，在中俄边境上，许多跨境设

施建设都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今年 3月，“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

联盟对接的重要合作项目中俄同江-下
列宁斯阔耶铁路桥全线贯通。“它将为
中俄甚至中欧贸易往来开辟新通道。”
中俄同江-下列宁斯阔耶铁路桥中方项
目负责人林永汉说。作为中俄间首座
铁路界河桥，这座大桥正式运行后，将
缩短俄罗斯铁路网同中国铁路干线网
络的距离。

除了公路大桥、铁路桥外，还有中
俄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江索道……

中俄两国毗邻地区正加速完善跨境基
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经贸往来。

在中俄边境的绥芬河火车站，一列
列满载俄罗斯产品的列车徐徐驶入；在
吉林省的珲春口岸，“滨海 2号”国际运
输走廊正改变这里近海而不临海的“窘
境”，为当地带来国际合作的机遇。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谢尔
盖·卢贾宁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
示，界河大桥等跨境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将为今后中俄经贸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
认为，中国东北建设面向东北亚的开放
合作“高地”，必须要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全力构建内外联动、陆海互济的全
面开放新格局。

未来，飞架黑龙江两岸的座座桥
梁、沟通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的路
网，将使东北和远东地区更紧密地连接
起来，以更方便的物流带动人流、商贸
流的联通，造福两国人民。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1日电 记

者马晓成）
图①：5月31日拍摄的中俄黑河-

布拉戈维申斯克界河公路大桥。

图②：5月31日，中俄双方建设者
合力将螺栓安装到合龙块上后握手。

新华社发

共建界河桥 畅通共赢路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记者于
佳欣）商务部有关负责人 1日表示，中国
政府在决定是否将某个实体列入“不可
靠实体清单”时，会综合考虑四方面因
素。对列入清单的实体，中方将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采取任何必要
的法律和行政措施。

针对近期一些外国实体出于非商业
目的，对中国企业采取封锁、断供和其他
歧视性措施的行为，商务部于 5月 31日
宣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将建立
“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具体措施将于
近期公布。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王贺军 1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他国企业的
封锁、断供等行为在任何国家都违反了
反垄断法。中方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决
定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目的是维护
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秩序和以规则为

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中国国家安
全、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正当权益。

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局长支陆逊
说，2018 年，中国进口中间品占进口总
额的 78%，出口中间品占出口总额的
47.5%，在这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一些国家滥用
“长臂管辖”等手段，将对全球经济增长
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全和
稳定造成严重损害。

支陆逊表示，中国政府在决定是否将
某个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时，会综
合考虑四方面因素：一是该实体是否存在
针对中国实体实施封锁、断供或其他歧视
性措施的行为；二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基于
非商业目的，违背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
三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对中国企业或相关
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四是该实体行为是否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

据介绍，对列入清单的实体，中方将
依据对外贸易法、反垄断法、国家安全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采取任何
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
“同时，社会各方也会从中得到警

示，在与列入清单的外国实体进行交易
和交往时，要提高警惕，防范不可靠风
险。”支陆逊说。

王贺军表示，违法企业或个人被列
入清单后，会经过一定调查程序，中方将
给相关利益关系方一定的申辩权。目
前，根据法律规定，正在履行必要程序，
具体措施将于近期出台。

支陆逊说，中国建立“不可靠实体清
单”制度，主要希望能维护包括经济、科技、
信息、资源安全等在内的国家安全；防范中
国实体在国际经贸活动中遭遇断供、封锁
等重大风险；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
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

谁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中国明确四种考虑因素

6 月 2 日 10
时，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将发布《关
于中美经贸磋商
的中方立场》白
皮书，并举行新
闻发布会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最近，美国联邦快递在我国发生未按名址投递快件行为，严重损害用户合法权益，已违反我国快递
业有关法规。国家有关部门决定立案调查。

国家有关部门决定立案调查美国联邦快递涉嫌损害我国用户合法权益问题

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

关税于6月1日正式实施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记者韩

洁、申铖）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 2019 年第 3号公告，中国已于 2019
年 6月 1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
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

根据公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对原产于美国约 600亿美元进口商品
清单中的部分商品，分别实施加征
25%、20%、10%的关税。对之前加征
5%关税的税目商品，仍实施加征 5%的
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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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盔 先 锋

干起工作来虎虎生风，再难再急
的任务到他手里都能高标准完成，还
屡屡获赞样板工程——他就是曾林
松，中国第 6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
的一名中队长。

去年 5月，中国赴马里维和工兵
分队刚刚完成轮换交接，便受领了一
个“急难重”任务——“一个月内”
“50摄氏度高温下”“高标准”为埃及
战斗运输连搭建46间新型板房。

此后，研究标准作业流程和教学视
频到深夜，积极向当地雇员取经，不断
调整优化施工流程和细节便成了曾林
松的日常。中队年龄最小的战士甘文康
说：“我们队长每天在施工点，既是指挥
员又是操作员，就像按了‘快进键’一样
根本停不下来。”

5月的马里加奥，阳光刺眼、酷热
难耐。81 种、1535 个“铁疙瘩”板房部
件，在 50摄氏度高温下成了一个个“烫
手山芋”，稍不留神就会被烫伤。

看着埋头作业的官兵被晒得脱皮，
曾林松十分揪心，为此他向分队建议：
施工时间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统一采购
防护套袖，减少烫伤现象；每天保障绿
豆汤以防中暑……

官兵们的身体状况好了，施工质
效也得到了大幅提高。刚松了口气
的曾林松，却又不得不面对新的问

题——长途运输导致部分连接件损坏
和缺失。
“工期不等人啊！”战区工程处批复

的“等待补发”根本解不了燃眉之急。曾
林松不等不靠，发动官兵自己动手，及

时制作出质量过硬的替代配件。
“中国工兵在工程质量上要分毫必

究！”面对经始作业 5毫米的误差，曾林
松批评道，“虽然地面高低不平、板房跨
度达 25 米，但底座误差一旦超过 2毫

米，板房侧墙很可能无法准确安装，甚
至发生倾斜。”说完他耐心地做起示范，
一步一步地讲解操作步骤，带领大家如
期保质完成板房搭建工作。

竣工仪式上，中国工兵赢得了战区
民事部门官员的称赞。望着一排排崭新
整齐的新式板房，官兵难掩激动的心
情，由衷敬佩他们的“先锋队长”曾林
松。

32 项施工任务高标准完成、11
项赢得样板工程赞誉，这是一年来
曾林松带领大家交出的一份漂亮成
绩单。

3年前首次赴南苏丹维和时，曾林
松的妻子在机场挺着大肚子含泪与他
告别；去年 5月，怀孕的妻子带着闺女
向再次出征的他挥手送行。战友们纷纷
开玩笑说，曾队长你真该给两个孩子取
名为“曾苏丹”和“曾马里”。“只要组织
需要，我还会再赴维和一线。”说这话
时，曾林松的眼神坚定而又从容。

左上图：曾林松（中）在联合演练中

明确任务分工。 刘晓帅摄

工兵队长曾林松——

样板工程是这样“炼”成的
■张 标 刘晓帅

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 18届香格里
拉对话会（香会）1日上午举行了一场以
“朝鲜半岛安全前景”为主题的全体会
议。韩国、日本、欧盟官员作为嘉宾分
别发表演讲。会场内外官员和分析人
士称赞过去一年多来朝鲜半岛核问题
出现的积极进展，呼吁继续展开对话、
以外交方式推动朝核问题最终解决。

韩国国防部长官郑景斗在发言中
表示，2018 年韩国和朝鲜签署《板门店
宣言》后，朝鲜半岛结束多年的紧张对
峙状态，局势出现了积极变化。美朝领
导人河内会晤没有达成协议虽然令人
遗憾，但双方领导人进行了坦诚对话。
他说，要找到朝核问题的解决方案，各
方必须保持接触，希望各方继续保持对
话势头。韩国支持有关各方继续通过
外交努力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不
能因为遭受一些挫折就放弃这一路径。

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表示，美朝领
导人新加坡会晤在朝核问题和平解决
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朝鲜半岛
的和平稳定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日本
支持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半岛无核化。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费代丽卡·莫盖里尼
说，朝核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和
平手段和外交方式。更多国家参与对
话和磋商，成功解决朝核问题的可能性
更大。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
根在嘉宾发言之后的提问环节中表示，
目前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取得了积极进
展，中国、俄罗斯等国都在这个过程中发
挥了作用。美国仍将通过外交途径与朝
鲜保持接触、规避冲突，以期逐步缩小分
歧，在朝核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

与会的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在
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朝核问题解
冻非一日之暖，通过对话商讨解决朝核
问题的方案是正确的方向，施压和制裁
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第 1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5月 31 日
在新加坡开幕，约 40 个国家的国防部
长、军事官员和专家学者与会，对话会
将持续至6月 2日。
（新华社新加坡6月1日电 记者

王丽丽、费列娜）

香会代表呼吁继续保持对话解决朝核问题

新华社南宁6月1日电 （记者潘
强、朱丽莉） 5月 31日，中联部亚洲一
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外办在广西南宁
举办“比邻共话——共建‘一带一
路’ 共促减贫合作”活动 ，由东盟
国家执政党干部和文莱政府有关事务
官员组成的东南亚执政党干部考察
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及有关部门
和地方负责人等100人出席。

活动上，双方就加强中国与东盟
共建“一带一路”与减贫合作及中国
与东盟执政党对话等议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

外方表示，东盟国家最亟需改善
的是基础设施，希望东盟与中国加强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基础设施、金
融等领域合作，促进设施联通与资金
融通。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减贫
特别是精准脱贫理念与模式先进高
效，东盟国家希望加强与中方减贫合
作，学习借鉴中方经验，助力尽早实
现摆脱贫困目标。东盟国家执政党期
待加强东盟与中国执政党交流对话，

为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发展提供政治
引领。

广西是中国与东盟“一带一路”
合作的重要门户，也是中国与东盟国
家开展减贫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未
来，广西将继续借助‘一带一路’在
扶贫领域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各国的交
流合作，分享更多精准扶贫经验，实
现共商共建共享。”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副书记孙大伟说。

活动还现场视频连线中国扶贫基
金会正在缅甸内比都村庄举行的水井
捐赠仪式，通过 《比邻共话——共建
“一带一路” 共促减贫合作倡议》。

比邻共话是中联部亚洲一局与周
边国家政党交流对话的一种创新形
式，今年以来已相继举办七期，分别
围绕民族团结、廉洁丝路、基层党建
等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交流。本次交
流是比邻共话的第八期活动，旨在凝
聚东盟执政党及政府支持中国与东盟
加强共建“一带一路”与减贫合作的
共识。

中国与东盟执政党干部共商
“一带一路”、共促减贫合作

5月31日，中俄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界河公路大桥合龙，中俄两国间首座跨黑龙江

（阿穆尔河）界河公路桥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被称为“中俄双子城”的中国黑河市和俄罗斯

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真正“连”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