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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欧盟外长理事会13日在比
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当天，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意外到访欧盟，与欧盟方面讨论了伊
朗等议题。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和伊朗对抗升
级的背景下，欧盟仍尽力维护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从目前的局势判断，欧盟面临
重重困难，伊核协议前景不明。

欧盟代表告诫美国

蓬佩奥原本定于13日至14日访问俄
罗斯。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12日说，蓬
佩奥的俄罗斯之行将取消莫斯科一站，
13日造访布鲁塞尔讨论伊朗等“迫切议
题”，但将按计划于14日在索契会见俄罗
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

蓬佩奥13日下午来到欧盟时没有回
答记者提问。他当日也没有在布鲁塞尔向
媒体发布任何信息。

美国伊朗问题特别代表布赖恩·胡克
说，蓬佩奥此次赴布鲁塞尔与欧洲盟友和
北约方面共享了关于“伊朗威胁升级”的信
息。此外，蓬佩奥还提到了日前多艘商船在
阿联酋水域遭到破坏一事，但胡克对破坏
事件是否有伊朗参与并没有发表评论。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
尼13日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及其
成员国当日告诫来访的蓬佩奥，美国应保
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与伊朗发生军事
冲突。

她代表欧盟各国向蓬佩奥清晰传达了
意见：“我们正处在非常关键和微妙的时
刻，此时最负责任的态度应是保持最大限
度克制，避免军事方面任何升级恶化的行
为。”

美国与伊朗的对抗近日不断升级。美
国通过增派军舰和防空导弹系统加强在中
东的军事存在，称此举为应对“伊朗威
胁”。伊朗方面则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部分条款，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
为打击“目标”。

分析人士认为，自从美国去年宣布退

出伊核协议以来，欧盟一直面临来自伊朗
和美国双方的压力。欧盟目前仍然希望保
留伊核协议，但随着美伊矛盾激化，双方
都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维护伊核协议也
愈加艰难。

保障协议继续落实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3日报道，伊朗
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当天表示，
若伊核问题再度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伊
朗可能会彻底退出伊核协议。

卡迈勒万迪说：“如果他们（伊核协
议有关各方）将伊核问题提交安理会，等
于是撕毁伊核协议，协议将不复存在。”
卡迈勒万迪强调，伊朗将采取切实措施，
捍卫伊朗人民和国家权益。

莫盖里尼表示，到目前为止国际原子
能机构一直认定伊朗在遵守伊核协议，因
此欧盟也将履行自己的义务。她还强调，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唯一有权认定伊朗是否
遵守伊核协议的机构。

在伊朗8日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
分条款并表示给予欧盟及其他协议签署方
60天时间满足诉求之后，莫盖里尼表示
不接受伊朗的“最后通牒”。伊朗外长扎
里夫则称欧盟在美国宣布退约至今一年间
所做不多，任由美国“欺负”。

莫盖里尼还主持了她同法国、德国、
英国三国外长的会议。会议讨论了进一步
推进“贸易往来支持工具”的实际运作，
以期在未来几周内通过这一机制促成欧洲
与伊朗的交易发生。

“贸易往来支持工具”是法国、德国
和英国建立的与伊朗贸易的结算机制，是
在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运作的支
付机制，可帮助欧洲企业绕过美国对伊朗
单方面制裁，使欧盟继续与伊朗进行贸
易，保障伊核协议的继续落实。

新美国安全中心中东安全项目主任伊
兰·戈登堡表示，如果违反伊核协议，伊
朗将不再得到欧洲国家的支持，并且面临
外交孤立甚至遭受军事打击的风险。

伊核协议前景不明

欧盟：美国应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据新华社 美国《纽约时报》13日
报道说，若伊朗攻击美军或加速研发核
武器，美国将调遣至多12万名美军前
往中东地区。

《纽约时报》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
道称，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已向白宫递
交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根据该计
划，一旦伊朗攻击美军或加速研发核武
器项目，美国将调遣至多12万名美军
前往中东地区。

据报道，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博尔顿为首的对伊强硬派要求五角
大楼起草对伊军事行动计划。美方官员

称这份计划并未涉及地面军事行动。目
前尚不确定总统特朗普是否已经了解计
划细节。

博尔顿长期以来鼓励对伊采取强硬
措施，此前曾在公开场合支持对伊朗实
施军事打击及推动政权更迭。

最近一个月来，美国加大对伊朗“极
限施压”力度。作为回应，伊朗总统鲁哈
尼本月8日宣布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部分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浓缩铀。
此外，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军
官12日表态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
存在曾是安全威胁，但现已成为靶子。

美媒：

五角大楼递交对伊军事计划

新华社杭州5月14日电 全
省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7%，高
于预期，好于全国，领跑东部；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结构调整持续优化……
2019年第一季度，浙江再次交
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浙江以创新、绿色、
开放为高质量发展做出生动注
解，并在这条征途上笃定前行。

传 统 与 新 兴 ：创

新引领相得益彰

与印象中袜业企业工人在流
水线上忙碌不同，浙江秀欣科技
有限公司第一编织车间内，自动
化设备正开足马力生产，自动除
尘器在设备间缓缓移动，将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细小纤维统一集
纳。

“面对近年来人力成本上
升、市场行情波动等现实，我们
着手从智能化改造破解发展瓶
颈。”该企业总经理何朝阳说，
2016年开始，企业用两年投入

2000多万元将老设备更新，如
今一个车间用工成本比原来减少
80%左右，而产能却提升了
20%。

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工
业物联网等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
化先发优势，传统与新兴两种产
业形态在这块数字经济的“黑土
地”上碰撞融合，发生奇妙的

“化学反应”，而新兴产业亦蓬勃
生长。

自2017年投用以来，位于
杭州城西的人工智能小镇借助浙
江大学、阿里巴巴等平台的良好
产业生态，实现人工智能领域高
端要素的集聚。目前，小镇已经
入驻之江实验室等一批业内领先
的科研平台及企业。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中，数字经济
核 心 产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3.6%；与此同时，17个传统优
势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
有专家认为，运用数字技术创
新，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增
强了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与附加
值，使数字经济成为浙江带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引擎。

创新发展无止境。今年浙江

将通过实施设立100亿元数字经
济产业基金、打造100个“无人
车间”“无人工厂”、扶持100个
骨干数字企业等举措，助推数字
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同时，进
一步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
实施5000项智能改造项目，新
增工业机器人1.7万台。

发 展 与 环 保 ：做

好两者兼顾的“多选题”

清亮的河水碧波荡漾，岸线
上杨柳轻拂，游人或漫步或闲
谈，水上巴士穿过始建于明代的
拱宸桥洞而来，千百年的运河文
化遗存尽揽眼底……

这里是位于中国大运河南端
的杭州拱墅区，很难想象眼前的
风光曾是杭州老工业区，一批

“大块头”工业企业的聚集，让
产业“笨重”、环境脏乱，一度
成了人们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经济结构转型需要壮士断
腕的决心，也需要破立并举的措
施。”拱墅区委书记朱建明说，
近十几年来，当地大力推动“腾
笼换鸟、凤凰涅槃”，关停迁转
污染企业1500余家的同时，也
为信息经济、创意产业、中高端
服务业腾出发展空间，实现了从
老工业区到现代商业商务区的凤

凰涅槃。
拱墅区的蝶变是浙江以生态

环境保护为倒逼，积极发展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不断调结构促转
型的缩影。2018年，浙江淘汰
落后产能企业 1733 家、整治

“低散乱”企业 （作坊） 3.6万
家，产业结构持续得到优化。

“这些年，企业对环保的理
解和认识正在逐渐深化，摈弃

‘竭泽而渔’的方式，坚持走绿
色发展的道路已经在环境和经济
两方面都显现了成效，并成为企
业和政府的共识。”浙江省印染
行业协会会长、海通印染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传海说。

据浙江生态环境部门统计，
2018年，浙江环境质量在较高
水平上持续向好。地表水省控断
面Ⅲ类以上水质比例达84.6%，
同比上升2.2个百分点；全省设
区市空气优良天数比率85.3%，
同比上升2.6个百分点，绿水青
山这张“金名片”愈加闪亮。

一 域 与 全 局 ：在

开放包容中竞争发展

起步于温州乐清的正泰集
团，已经从最初的元器件生产商
发展为智慧能源解决方案提供
商，成为行业内领军企业。“近

年来，企业不仅在浙江省内其他
城市，还在上海松江、安徽合肥
等多地布局，由此实现了产业
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最优配
置。”正泰集团副总裁陈成剑说。

在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背景下，浙江在参与长三角
区域优势产业集聚和产业生态构
建的过程中，开放包容积极作
为。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一季度浙江外贸数据引人瞩目：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8%，其中
出口4915亿元同比增长8.6%，
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
长超过11%，一批企业的韧性
与信心在全球市场的充分竞争中
得到不断检验和磨砺。

经过多年研发，浩海空调器
制造有限公司的一款卡压式管件
远销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发
达国家市场，高性价比的商品得
到客户的认可，也为企业发展带
来新的增长点。

“我始终认为要‘在晴天的
时候修屋顶’，近年来，企业对
技改研发投入不断加大，同时根
据市场环境及时调整产品定
位。”浩海空调总经理何宇光
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开放
竞争中提升生产效率和创新能
力，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力，
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必经之途。”

创新、绿色、开放
——从“三对关系”看浙江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5月 14日
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民
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
医保局日前就农村贫困人口
大病专项救治工作做出新部
署，提出将救治病种扩大到
25种。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
悉，2019年农村贫困人口
大病专项救治的25个病种
包括：儿童先心病、儿童白
血病、胃癌、食道癌、结肠
癌、直肠癌、终末期肾病、
肺癌、肝癌、乳腺癌、宫颈
癌、急性心肌梗死、白内
障、尘肺、神经母细胞瘤、
儿童淋巴瘤、骨肉瘤、血友
病、地中海贫血、唇腭裂、
尿道下裂、耐多药结核病、
脑卒中、慢性阻塞性肺气
肿、艾滋病机会感染。其
中，后四种为今年新增病

种。
新部署要求，对2019年

新增病种和新发病患者，各
省要尽快摸清底数，实行建
档管理，发现一例，建档一
例，治愈一例，销号一例。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工作开展两年来，救治病
种从开始的9个逐步增加至
25个，取得了积极成效，减轻
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负担，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悉，为持续深入推进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
工作，2019年还将着力提升
专项救治医疗服务能力和质
量水平，进一步减轻医疗费
用负担，推进县域内住院

“先诊疗、后付费”，有条件
的地方要实行省域内“先诊
疗、后付费”等举措。

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负担持续减轻

大病救治病种增至25个

新华社北京5月 14日
电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
悉，国家卫健委将会同民政
部、人社部、国家医保局、
全国总工会等部门于近期组
织开展尘肺病防治攻坚行
动，进一步保障劳动者职业
健康权益。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
在日前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介绍，近年来我
国职业病防治工作取得了积
极进展，但由于我国正处于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
段，几十年粗放式发展中积
累的职业病问题逐渐显现，
尘肺病等职业病防治形势仍
然十分严峻。

据了解，此次尘肺病防
治攻坚行动将在两方面着
力。一方面加强源头预防。
在矿山、冶金、建材等重点
行业开展粉尘危害专项治

理，督促用人单位落实粉尘
防控主体责任，从源头上控
制和消除粉尘危害，从根本
上减少新发尘肺病病人。

另一方面，加强对已患
病病人的救治救助。优化
职业病诊断程序，对无法
提供职业性尘肺病诊断所
需证明材料的患者进行临
床诊断和治疗；对诊断为
尘肺病的劳动者运用工伤保
险、医疗救助等手段实施分
类救治救助；开展尘肺病重
点行业工伤保险扩面行动，
推动尘肺病防治信息系统中
的用人单位全部参加工伤保
险。

“整个攻坚行动包括粉尘
危害专项治理、尘肺病病人
救治救助、职业健康监督执
法、用人单位主体责任落实
以及防治能力提升等五项行
动。”李斌说。

我国将开展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

消除重点行业粉尘危害

新华社平壤5月 14日电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4日发表
谈话表示，美国近日“非法抢
夺”朝鲜一艘货船的“强盗
般”行为，是对新加坡朝美共
同声明精神的“全面否定”，
朝鲜要求美方立即归还相关船
只。

根据朝中社当天播发的这
份谈话，这名发言人指责近日
美国将一艘朝鲜贸易货船拖往
美属萨摩亚是“非法抢夺行
为”，并表示，美国应深思其

“强盗般”行为对今后形势发
展可能造成的后果，美方应立
即归还朝鲜船只。

发言人表示，美国此次抢
夺朝鲜船只的做法，是美国企
图以极限施压政策使朝鲜屈服
的“美式计算法”的延续，也
是对承诺建立新型朝美关系的
新加坡朝美共同声明基本精神
的“全面否定”。

发言人还说，美国随心所
欲支配世界的时代已一去不复
返，如果美国认为美式力量对
朝鲜行得通，那将是大错特错。

据报道，美国司法部9日
宣布，朝鲜货船“智诚”号涉
嫌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裁
决议，因而由美方扣押。该货
船11日抵达美属萨摩亚。

朝鲜指责美国“非法抢夺”

要求美方立即归还船只

新闻链接

22月月2525日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在埃及沙姆沙伊赫，，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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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14日说，对于
贸易战，中国不想打、不愿打，
但也绝不怕打。奉劝美方早日认
清形势，回归正轨，同中方相向
而行，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连日来，美方多次威胁将对价
值约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
征关税，又称将于6月17日就此举
行听证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一再表示，加征关税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发起贸易战
只会损人害己。”耿爽在例行记
者会上说，“对于贸易战，中国
不想打、不愿打，但也绝不怕
打。如果有人打到家门口，我们
必然会奉陪到底。”

耿爽说，中方从来不会屈从
于任何外部压力，我们有决心、
有能力捍卫自身合法正当权益。

他回顾了去年以来中方对美
方有关言行的反应：

——去年4月，美方首次宣
布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中

方在第一时间作出强有力的回
应。此后，美方又不断发出新的
威胁，几次正式实施加征关税措
施，中方都立即予以坚决反制。

——上周，美方威胁要将对
中国2000亿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的税率由10%上调至25%，引
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和金融市场
剧烈反应。当时中方说，美方的
这种威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
方的立场态度十分明确，美方也
很清楚。同时，我们还呼吁美方
改弦更张，与中方相向而行，争

取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对中方
的这种冷静淡定和建设性姿态，
国际社会普遍给予高度赞赏。

——此后，中方团队依然赴
美磋商，以负责任的举动展现出
推动解决分歧的最大诚意。但美
方有些人似乎对形势产生了误
判，低估了中方捍卫自身权益的
决心和意志，继续混淆视听，一
味漫天要价。对此中方当然要明
确拒绝，坚决反对。

——5月 10 日，美方正式
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

征25%关税。13日，中国国务
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中方的相
关举措。这体现了中方捍卫多边
贸易体制、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
决心和意志。

“对于美方的反复无常和极
限施压，中方始终保持冷静和淡
定。”耿爽说，“我们奉劝美方看一
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听一听各界人
士的呼声，算一算自身利益的得
失，早日认清形势，回归正轨，同中
方相向而行，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
础上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外交部：

中方不会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

《半条红军被》进行汇报演出
（上接01版）“接到入围决

赛的消息后，我们第一时间成
立了参赛工作组，明确职责分
工，制订工作方案和赛前计划，
主创人员对作品再一次进行了
修改提升。4月中旬，演员就开

始了集中封闭式训练。”区公共
文化艺术中心主任朱晓红表示，
演出团队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多
次邀请专家提出修改意见，反复
修改作品，努力提升质量，力争
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伟大祖国，美丽吴江”
摄影大赛今天启幕

（上接 01 版）以摄影作品为载
体，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新中
国成立以来，吴江在经济、社
会、文化、城市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等各个方面取得的辉煌
成就。

本次大赛得到了苏州市吴
江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
支持，设一等奖 1名，现金
2000元；二等奖2名，现金
各1000元；三等奖3名，现
金各 500 元；优秀奖 20名，
现金各100元。参赛作品可从

自然风光、城市建设、文化生
活、风土人情、百姓安居乐
业、人民健康幸福生活等各个
领域，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
来充分展示、诠释“美丽吴
江”“乐居吴江”的内涵和成
果。参赛作品可直接上传至东
太湖论坛“伟大祖国，美丽吴
江”摄影大赛板块，也可将作
品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329351741@qq.com。获奖作
品将由专业评委评出，经公示
后在吴江日报刊登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