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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5日就中美经贸
磋商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表示中
美元首会晤很成功，对落实有信
心。

发言人表示，双方经贸团队
将在90天内，按照明确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积极推进磋商工
作。中方将从落实已达成共识的

具体事项做起，越快越好。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
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两国
元首达成重要共识，停止加征新
的关税，并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
紧磋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
的方向，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
议。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答记者问

90天内落实共识

新华社德黑兰12月 4日电
伊朗总统鲁哈尼4日表示，如果
伊朗在美国的制裁压力下无法出
口石油，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将
受阻。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鲁
哈尼当天在伊朗北部的塞姆南省
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正在出口
并将继续出口石油，美国不可能
阻止伊朗的石油出口。

鲁哈尼说，如果美国今后试
图停止伊朗的石油出口，海湾地
区的所有石油将无法出口。

今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8月，美国
重启对伊朗金融、金属、矿
产、汽车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
制裁。11月，美方重启第二批
对伊制裁，针对能源和金融等领
域。

伊朗总统就美国制裁发表讲话伊朗总统就美国制裁发表讲话

或使海湾地区石油出口受阻或使海湾地区石油出口受阻

新华社里斯本12月4日电 当地
时间12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举行会谈。两国元
首一致同意，以中葡建交40周年为
新的历史起点，推动中葡友好合作不
断取得新成果，谱写中葡关系发展的
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中葡友好交往源远
流长，两国建交39年来，始终相互
理解、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互利合
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
验，一直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古人
说：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
漆，坚于金石。中葡就是这样的好朋
友、好伙伴。中方赞赏葡方坚持一个
中国政策，愿同葡方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
和支持。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
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地方、

民间交流，深化政治互信，筑牢两国友
好政治根基。双方要以签署中葡政府间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契
机，全面加强“一带一路”框架内合
作，促进互联互通。双方要扩大务实合
作，做大做强现有项目，扩大双边贸易
往来，营造更多合作增长点。双方要密
切人文交流，加快推进里斯本中国文
化中心筹建工作，加强教育、广播影
视等领域交流。双方要加强多边协
调，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
沟通和配合，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
由贸易。

习近平指出，中欧是全面战略伙
伴。中国一贯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希
望葡方继续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
维护中欧关系发展正确方向。

德索萨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
席。葡中两国交往历史悠久，彼此之间

相互了解，这是我们双边关系发展的坚
实基础。明年将迎来葡中建交 40周
年，葡萄牙期待着深化同中国在经贸、
金融、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中国
企业扩大对葡投资。葡萄牙支持“一带
一路”倡议，愿成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
上丝绸之路在欧洲的枢纽。葡中在许多
国际问题上立场相近，都支持多边主
义，反对单边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反
对保护主义，要密切在多边机构的协
调。葡萄牙支持加强欧中关系，愿继续
深化葡语国家同中国的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
者。

会谈前，德索萨总统在帝国广场为
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帝国
广场时，德索萨上前热情迎接。两国元
首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国、葡萄牙

两国国歌，同时鸣21响礼炮。在德索
萨陪同下，习近平检阅仪仗队，随后前
往观礼台观看分列式。广场外，簇拥的
人群挥舞着中国国旗，高声呼喊热烈欢
迎习主席。

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向葡萄牙
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民族英雄卡蒙斯
墓献花环。

在前往总统府途中，葡萄牙国民卫
队骑兵仪仗队随行护送。抵达时，德索
萨在停车处再次迎接，礼兵在沿途两侧
列队，小号手吹号致敬。习近平与葡方
陪同人员握手，德索萨与中方陪同人员
握手。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与德索萨共
同参观了“海上丝绸之路”故宫精品文
物展。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葡萄牙总统德索萨举行会谈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0日以俄罗斯长期违反条约及条约限制美方研发
新武器为由，宣布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4日表
示，如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将立即作出针对性回应。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于
1987年12月8日由美苏两国领导人签署。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
试验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12
月4日晚，中国民航在首都机场
圆 满 完 成 基 于 平 视 显 示 器
（HUD） 的跑道视程 （RVR）
90米低能见度起飞首次验证试
飞 。 这 是 继 去 年 开 展 HUD
RVR150 米项目后的又一大飞
跃。通过RVR90米起飞，可解
决首都机场80%的低能见度下
的航班离港问题，进一步提高航
班正常性，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李健介
绍，HUD是一种机载光学显示
系统，可以把飞机飞行等信息投
射到飞行员视野正前方的透视镜

上。借助HUD，驾驶员能够在
不断观察外界情景的同时，更为
及时地了解相关飞行参数和状态
信息。同时能在全天候运行尤其
是低能见情况下，减少起飞、着
陆期间的飞行技术差错。

为配合此次RVR90米验证
试飞，首都机场还一并完成IIIA
类运行验证试飞，实现起飞与落
地相配套，综合提升低能见运行
保障能力。首都机场实现IIIA类
运行后，落地标准将由RVR300
米进一步下探至RVR175米，这
将有效减少雾、霾等低能见度天
气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民航首次完成
90米低能见度起飞验证试飞

1212月月44日日，，山东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驾驶波音山东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驾驶波音BB738738飞机飞机，，
进行验证飞行进行验证飞行。。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一群海鸟飞落在伊朗哈尔克岛输油管道上一群海鸟飞落在伊朗哈尔克岛输油管道上。。（（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莫里森。。（（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背 景 链 接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4日说，除非俄罗斯恢复全面履
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将在60天后
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俄罗斯方面则回
应说，俄方一直坚定履约，美方对此很
清楚。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抛出“最后
通牒”并不意外，俄方也可能已有心
理准备和应对预案。“后中导时代”
一旦来临，不仅将扰动欧洲安全格
局，更将危及国际军备控制和战略稳
定。

新闻事实
美国务卿：俄罗斯违反条约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日在布鲁塞尔
说，除非俄罗斯恢复全面履行《中导条
约》，否则美国将在60天后暂停履行该
条约义务。

蓬佩奥当天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
长会期间表示，俄罗斯违反了《中导条
约》，除非俄重新“完全、可验证地”履
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将自12月4
日起60天后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在这
60天里，美国不会生产、试验或部署条
约所禁止的导弹。

蓬佩奥说，俄方研制的SSC-8（俄

方称9M729）型陆基巡航导弹对美国及
其盟友的安全造成威胁，美国没有必要
继续遵守一项限制其自身应对俄违约行
为能力的条约。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4 日
说，北约成员国一致认为俄方研制
SSC-8型陆基巡航导弹违反了 《中导
条约》。

针对美方4日的表态，俄罗斯外交
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一
直坚定不移地履行《中导条约》，“这点
美方一直很清楚”。

深度分析
退约符合共和党保守派主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
授刁大明说，美方抛出“最后通牒”
并不令人意外。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前，特朗普政府就曾威胁退出《中导
条约》，只是当时未拿出明确时间表。只
不过，此次“放话”可能意味着退约程
序的启动。

刁大明认为，退约是特朗普政府的
长期战略考虑，并非短期战术策略。从
国内政治层面看，退约符合特朗普背后
共和党保守派和军工利益集团的长期诉
求和一贯主张。退约带来的“自我松
绑”，有助保持美国军事实力的绝对领
先。

美国下退约“最后通牒”
俄着眼“后中导时代”

同时，因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丢
掉国会众议院，此时再打“退约牌”，
也有稳固已明显松动的基本盘之意，
并给可能再次举行的美俄领导人会晤
增加要价筹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宇说，美俄先前
各执一词，多次指责对方违反《中导
条约》，今后也不太可能妥协退让。
美方这次“最后通牒”是为正式退约
找借口，俄方早有预判和准备，也并
未“奢望”条约续存。《中导条约》

本已“千疮百孔”，美俄如今又缺乏
重谈意愿，增添了条约被废弃的可
能。

然而，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一
旦退约，可能在欧洲重新生产和部
署中短程导弹，俄罗斯也可能采取
反制措施。欧洲如果遭受较大安全
冲击，可能更加依赖美国和北约

“保护伞”，或转而加强自身军备建
设。无论哪种选择，都可能引发军
备竞赛，打破全球军事平衡和战略
稳定。

即时评论
固守“美国优先”信条并非正途

冷战时代，深陷安全困境的美苏
出于各自现实考虑，削减战略武器，
实现“休兵”，令美俄博弈主战场之一
的欧洲得以维持安全稳定。

但时过境迁，美国怀有“绝对安
全”执念，固守“美国优先”信条，
欲凭一己意愿重塑全球安全格局。然
而当今世界，安全问题敏感重大，各

国利益交织，大家“商量着办”，才是
正途。

一旦“后中导时代”来临，牵动
的不仅是美俄两国。军备竞赛升级，
战略平衡被打破，全球将面对更大系
统性安全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强
调“共同责任”比固守单边主义，更
有价值，也更有意义。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党内“逼
宫”太容易，以致总理换人太频繁，甚
至让外国领导人来不及熟悉……澳大利
亚执政党自由党反思近年政坛窘境，出
手修改党内表决规则，抬高撤换党首和
总理“门槛”。

抬高门槛

总理斯科特·莫里森3日晚临时召

集自由党议会党团会议，作出决定：今
后党内发起要求撤换党首的表决，需要
联邦议会参众两院三分之二自由党籍议
员支持。过去只需要超半数。

自由党现在众议院控制 58 个议
席，参议院25席，共计83名议员在
任。

政府总理一般由执政党党首出任。
从历史经验看，征得三分之二联邦议员
同意的“门槛”相当高，意味着自由党今
后换党首、继而换总理的难度大大增加。

自由党主席尼克·格雷纳4日告诉澳
大利亚广播公司：“这是在明确承认，我
们过去做错了……这不是针对个人，而是
程序问题。”

自由党 8 月 24 日举行议会党团表
决，选举时任国库部长莫里森为新一任党
首和政府总理，接替马尔科姆·特恩布
尔。包括特恩布尔在内，过去八年4名总
理遭党内“逼宫”去职，包括特恩布尔顶
替的自由党前党首托尼·阿博特，工党前
党首陆克文（凯文·拉德）和朱莉娅·吉
拉德。

特恩布尔既是“逼宫”受益者，也是
受害者，在悉尼告诉媒体记者，这是一项

“受欢迎的变革”，因为大家不希望看到频
繁换人进出的“总理旋转门”现象，“至
于效果如何，有待时间验证”。

阿博特在堪培拉说，他“完全支持”
莫里森的决定，“这一举措相当明智”。

重塑形象

莫里森3日宣布修改党规决定时说，
政府频繁更迭让民众沮丧失望。“他们厌
烦，我们也厌烦。这种现象必须停止。所
以我们才要立新规。”

媒体报道，舆论认为莫里森这一举措
旨在巩固自身领导地位、塑造本届政府

“稳定团结”形象。明年联邦议会选举在
即，自由党尤其需要挽救因“内斗”不止

而下滑不断的民意支持率。一些民意调查
显示反对党工党将大胜。

自由党和国家党结成执政联盟，原本
在150席的众议院仅有1席优势。特恩布
尔放弃的议席在10月补选中由独立候选
人夺取，另一名自由党议员“跳槽”反对
党，执政联盟所占议席现有74个，成为
少数派政府。

财政与公共服务部长马赛厄斯·科尔
曼告诉澳大利亚电视九台：“我们不能改
变过去，但我们一定能改变未来。我们希
望确保全澳民众能够相信，下次选举选择
斯科特·莫里森坐上总理位置，他能干满
下届议会整个任期。”

算上莫里森，澳大利亚自2013年以
来替换5任总理；从约翰·霍华德2007
年选举失利、结束11年多总理生涯，迄
今没有一名澳大利亚总理干满3年任期。

一国政府首脑频繁换人，给其他国家
同样带来困扰。

莫里森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阿根
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二十国集团峰
会，首次以总理身份与德国总理安格拉·
默克尔会面。媒体镜头捕捉到一个画面，
显示默克尔对澳大利亚新总理不熟，见面
前临时“补课”：她拿着一份莫里森的个
人简介资料，上面印有莫里森的照片。

默克尔2005年首次就任德国总理，
迄今连任4届；13年间，澳大利亚换了7
届6名总理，包括隔届两次出任总理的陆
克文。

澳大利亚执政党出招防“逼宫”
抬高撤换党首和总理“门槛”

新华社伦敦12月5日电 英
国政府5日公布“脱欧”协议全
部法律建议，回应前一日议会对
政府藐视议会的指责。此举可能
使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
欧”协议更难在英国议会获得通
过。

此次公布的法律建议中，关
于英国“脱欧”后爱尔兰边境问
题引人关注。根据建议，虽然各
方并不希望涉及北爱尔兰地区的

“备份安排”长期延续下去，但
除非有新替代方案，否则这一安
排完全有可能“无限期延续”。

“备份安排”是“脱欧”协
议最具争议内容。根据“脱欧”
协议，如果英欧在“脱欧”过渡
期内未谈妥贸易安排，过渡期结
束时，为确保北爱尔兰和爱尔兰
之间不出现“硬边界”，北爱尔
兰地区将仍受欧盟贸易规则制
约。批评者担忧，这一安排不设
截止期，将为英国带来滞留欧盟
的风险。

英国议会下院4日通过一项
决议，指责政府未能公开“脱
欧”协议全部法律建议是藐视议
会。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议
会判定政府藐视议会。议会下院
自当天起就“脱欧”协议开展为
期5天、每天8小时的辩论，并
将于11日对其进行投票表决。

舆论认为，公布“脱欧”协
议全部法律建议会让协议在英国
议会获得通过变得更加困难。目
前已有多个反对党派及数十位保
守党议员表示将不支持“脱欧”
协议。

此前，应反对党工党要求，
议会下院于11月表决通过一项
具有约束力的提案，要求英国检
察总长杰弗里·考克斯在政府提
请议会审议“脱欧”协议时，公
开“脱欧”协议“全部法律建
议”。但考克斯在本月3日向议
会做陈述时仅公布了一份建议摘
要，此举立即招致工党等党派反
对。

英国政府公布
“脱欧”协议全部法律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