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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15日电（记者 侯丽
军）国家主席习近平 1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利。

习近平赞赏罗利总理及其领导的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人民民族运动党长期以来为
推动对华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
强调，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愿本着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实现同各国的共同发展；致力于
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愿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同加勒比地区
国家构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是加勒比地区大国，是中国在该地
区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在许多方面立场
相近、观点相似。新形势下，双方要共同努
力，实现两国关系在双边、地区和多边层面
新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特双方要加强发展战
略、发展规划对接，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
了解与互信。中方愿同特方加强“一带一
路”建设合作，帮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经济

社会发展。要加强人文交流，让中特友
好更加深入人心。中特应该就气候变
化等重大全球性问题及联合国事务保
持密切沟通协调，坚定维护两国及发展
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将继续在多边
场合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加勒比国
家仗义执言，希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
促进中加及中国同拉美国家整体合作
发挥积极作用。

罗利表示，习近平主席 2013 年对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成功访问为两国关

系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至今
难忘。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也有追求发展的梦想，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各界希望同中国开展
更 紧 密 的 合 作 。 早 在 1806 年 ，第 一 批
华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新时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愿积极参与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
路”倡议，扩大双边经贸、投资规模和人
文交流，助力加中、拉中关系发展。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 侯丽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1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博
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

习近平指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于本世
纪初，其初心就是亚洲国家联合自强、共迎
挑战、提升亚洲影响。论坛的使命和宗旨，
就是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国家同
世界各国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论坛的
成立和发展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相生相
伴。希望论坛与时俱进，聚焦亚洲和新兴市
场经济体，关注世界发展重大现实问题，为
破解发展难题、完善经济治理、实现可持续
发展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推动中
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作
为东道国，中国将一如既往支持论坛理事会
工作，支持论坛不断提升影响力。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日益增多，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是
开放还是封闭？是创新还是守旧？是共赢
还是零和？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需要作出
正确抉择。我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
上明确告诉大家，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
时代潮流，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息息相关、紧密相连。面对经济全
球化中出现的问题，因循守旧不是办法，多
边协调才是出路。

习近平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在开放的环境中
适应开放，在开放的环境中赢得发展。我
们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致力于推动经济
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方向发展。我在今年论坛年会上宣布
了中国自主扩大开放新一轮举措。这些举
措将尽快落地，为亚洲和世界带来更大发
展机遇。

潘基文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对博鳌亚洲
论坛的大力支持。当前形势下，论坛需要发
出支持全球化、支持自由贸易的明确信息，
要充分借助中方“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洲
保持开放和创新，实现更好发展。从长远
看，论坛还要在立足亚洲基础上超越亚洲，成为一个促进世界人民
和谐共处的重要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努力。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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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5月14日电（记者 刘阳 孙丁）美国第一夫人梅
拉尼娅·特朗普 14日因肾病接受栓塞治疗。白宫说治疗成功，但
仍需住院观察。

白宫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梅拉尼娅因肾脏出现“良性症状”
于当天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接受栓塞治疗，治疗过程
顺利，没有引起并发症。梅拉尼娅本周将继续住院观察。

梅拉尼娅现年48岁，生于斯洛文尼亚，2005年与美国总统特
朗普结婚，育有一子。

俄法总统：继续履行伊核协议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15日电（记者 魏良磊）俄罗斯总统

普京15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双方表示，俄法两国将
继续忠实于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说，俄法两国领导人在通话中特别
关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所形成的局势，双方重申，
俄法两国将继续忠实于履行该协议。

双方讨论了马克龙本月24日至 25日访问俄罗斯并出席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准备情况，确定了届时会谈将涉及的
重大国际和双边关系议题。双方还就叙利亚形势交换了意见。

开馆仪式受冷落

数百名官员参加了当天的美国新使
馆开馆仪式。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率领
美方代表团出席仪式，其中包括美国总
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她的丈夫库什
纳，以及美财政部长姆努钦。

特朗普通过视频发表致辞称，美国
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是一
件早就该做的事。他宣称，美国仍“致力
于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持久
和平协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仪式上对
特朗普“遵守承诺”表示感谢。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外交部
向86个驻以外交使团发出了出席开馆仪
式的邀请，但不到一半确认参加。

巴举行全国哀悼和罢工

巴勒斯坦民众14日在加沙地带与以
色列交界地区以及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
拉、伯利恒、希伯伦、杰里科等城市举行
抗议游行，并与以军发生冲突。据统计，
冲突目前已造成 5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8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7名 18岁以
下未成年人，伤者中包括225名未成年人
和 12名记者。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是
2014年加沙战争以来巴勒斯坦人单日死
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15 日 是 第 70 个 巴 勒 斯 坦“ 灾 难
日”。巴勒斯坦 15日起举行为期 3天的
全国哀悼和罢工，悼念 14日巴以冲突中
被以军打死的数十名巴勒斯坦人。

美联社报道，开馆仪式洋溢“庆典”
气氛，现场所有发言几乎没有提及同一
时刻正在加沙发生的流血事件。

哈马斯高官伊斯梅尔·拉德万说，示
威将持续，“直到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自己
的权利”。

多国谴责和反对

当天，法国、黎巴嫩、约旦、埃及等国
政府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官员纷纷发表
声明，对美国将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
迁往耶路撒冷表示谴责和反对，并呼吁以
色列当局在使用武力时保持克制。

以军轰炸巴军事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 14日发表声明说，当
天以军方分两轮共轰炸了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位于加沙地带的 7
个军事目标。

声明称，当天约有4万名巴勒斯坦人在
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举行“暴力活
动”，并向边境防护栏和以色列士兵投掷石
块、爆炸物和燃烧轮胎等。以军方坚决回
击哈马斯领导的大规模“暴力活动”，坚决
履行保护以色列主权和平民安全的职责。

土耳其南非抗议

土耳其和南非 14日分别召回驻以色
列大使，以抗议巴勒斯坦示威者当天在加
沙地带遭以色列军队实弹射击和催泪瓦
斯驱散，承受大量死伤。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
安同时决定，土耳其全国为巴勒斯坦死难
者哀悼三天。他说，土耳其将继续与巴勒
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南非外交部 14日声明，召回驻以大
使的决定自宣布后“立即生效”。声明认
定，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当天在耶路撒冷
正式开馆是“挑衅”，巴勒斯坦人因而发起

“和平抗议”。 新华社特稿

美驻以新使馆开馆 加沙发生流血事件

巴全国哀悼冲突遇难者
在巴勒斯坦人的激烈抗议和多个国家的谴责声中，美国驻以色列使馆14日

正式在耶路撒冷开馆。
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并与以军发生冲突，目

前已造成5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2800多人受伤。巴勒斯坦15日起举行为期3
天的全国哀悼和罢工，悼念14日巴以冲突中被以军打死的数十名巴勒斯坦人。

这是5月14日在英国温莎一家商店拍摄的各式王室婚礼纪念品。
英国哈里王子与未婚妻梅根·马克尔定于5月19日在温莎城堡内圣乔治教堂举行婚礼。 新华社发

马哈蒂尔说可能执政一两年
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15日说，他可能

执政一至两年，辞去职务后将“在幕后发挥作用”。
马哈蒂尔说，希望联盟另一位领导人安瓦尔·易卜拉欣将

在16日获释放。
希望联盟竞选期间，马哈蒂尔说，如果成为总理，将请求国

家最高元首赦免正在服刑的安瓦尔；待安瓦尔出狱后，择期“让
位”给他。

安瓦尔现年70岁，1993年至 1998年任副总理。
新华社特稿

5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
达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 新华社发

美第一夫人住院接受肾病治疗

团队成员
韩国统一部官员 15日说，韩国 14日向朝鲜提议举行高级别

会谈，朝鲜 15日上午作出肯定答复。双方一致同意 16日在板门
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会谈，推动落实双方首脑会晤成果。

文在寅 4月 27日与金正恩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言》。双方
宣布，为在年内把朝鲜战争停战协定转换为和平协定、构建永久巩
固的和平机制，将积极推动韩朝美三方会谈或韩朝美中四方会谈。

宣言承诺，韩朝双方将全面停止“敌对行为”，加强交流合作，
在开城设立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举行离散家属会面等活动。

韩朝已确定参加这次高级别会谈的人员名单。朝鲜将派出5名官
员，由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担任团长，其他成员包括铁道
省副相金润革、体育省副相元吉宇和民族经济合作委员会副委员长
朴明哲等。另外，朝鲜还将派出超过20名随行人员和媒体记者。

韩国同样派遣5名官员参会，由统一部长官赵明均担任团长，
其他成员包括国土交通部副长官金正烈、文化体育观光部副长官
卢泰刚和统一部政策室主任金南中等人。

按韩国媒体的说法，从参会人员阵容来看，跨境铁路公路项目
合作或成为这次会谈一个主要议题。

首要议题
韩国统一部15日说，这次高级别会谈将为双方持续发展和永

久和平定下总体框架，协调立场。会谈结束后，双方将在各领域启
动对话，发展关系。

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告诉媒体记者，离散家属会面一直是韩
朝对话的最重要议题之一。按韩国媒体的说法，这次高级别会谈
主要议题之一是离散家属会面活动安排。韩朝首脑会晤时同意，
今年 8月 15日举办离散家属会面活动。这一活动上次是 2015年
10月在朝鲜金刚山景区举行。

韩国媒体推测，双方这次会谈可能讨论举办“6·15”纪念活
动。2000年 6月，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与时任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日共同签署《北南共同宣言》即《6·15共同宣言》。
2001 年起，双方每年在金刚山举行纪念活动。2008 年，一名韩
国女游客在金刚山遭朝鲜士兵枪击身亡后，纪念活动 2009年起
中断。 新华社特稿

韩朝敲定高级别会谈安排
韩国统一部15日说，韩国和朝鲜定于16日启

动高级别会谈，讨论落实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取得的成果。

这将是双方首脑上月底会晤以来，韩朝政府
官员首次举行正式会谈。

5 月 14日，在耶
路撒冷，美国财政部长
姆努钦（前右）和美国
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
万卡（前左）出席美国
驻以色列使馆开馆仪
式。 新华社发

5月15日，在加沙地
带城市拉法，人们关闭店铺。

15日是第 70个巴勒斯
坦“灾难日”。巴勒斯坦15日
起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和罢工，悼念14日巴以冲突
中被以军打死的数十名巴勒

斯坦人。 新华社发

美国还要斡旋？
巴以和平恐渐行远

美国民主党
籍联邦参议员蒂
姆·凯恩说，在中

东地区，“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不
再对扮演和平使者感兴趣，这令
人失望。”

丹·库尔策曾出任美国驻以

色列和驻埃及大使，现在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教书。他说，特朗普
或许会在巴勒斯坦人之间重拾信
誉，前提是美国政府承诺在东耶
路撒冷建驻巴勒斯坦使馆，“这种
情况可能性有多大？太小了。”

新华社特稿

路透社14日以
多名美国政府官员

为消息源报道，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政府制定的巴以和平方案接近
完成。

方案主导人是唐纳德·特朗普
的女婿、总统高级顾问贾里德·库
什纳以及总统国际谈判特别代表
贾森·格林布拉特。

白宫发言人拉杰·沙阿说：“和平
方案会在适当时候提出，需要评估。”

特朗普去年 12 月 6 日宣布承
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启动将
美国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事宜。特
朗普作出迁馆决定后，巴勒斯坦拒
绝美国继续斡旋巴以和平进程，转
而寻求一个多边调解机制。但美
方坚称，还在为和平进程“努力”。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13
日说，中东和平进程“没有死”，“我
们还在为它努力。希望产生圆满
结果”。

不少分析师判
断，尽管美方执意

斡旋中东和平进程，当前举措恐怕
将致使巴以实现和平的可能性更
小。

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中东和平
进程特使马丁·因迪克说，特朗普
政府打算说服巴勒斯坦人回到谈
判桌前，说明它对自身举措所作评
估“彻底错误”，“是他们迫使巴勒
斯坦人离开谈判桌，还提供了不回
来的理由”。

哈利德·金迪曾经出任巴勒斯
坦领导人的顾问，现供职华盛顿智
库布鲁金斯学会。金迪说，美国迁

移驻以使馆、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
带实弹射击和催泪瓦斯驱散巴勒斯
坦示威者之际，“难以想象会有巴勒
斯坦领导人愿意重返由美国发起的
和平进程”。

“如果特朗普政府提出一份方
案，也极可能‘见光死’。”金迪说，
特朗普没说过任何平息事态的话，

“最起码，他应该敦促以色列人停
止用致命武力对付没有武器的巴
勒斯坦示威者”。

路透社报道，与英、法两国政府
敦促以色列克制不同，白宫将批评
矛头指向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称这一组织煽动暴力。

在巴勒斯坦人的激烈抗议和多个国家的谴责声中，美国驻
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并在14日“挂牌”。分析师认为，美方
举措让先前由它斡旋的中东和平进程相距目标越来越远。

没放弃

“见光死”

还有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