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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印尼泗水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习近平向印尼总统佐科
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6日就印尼发生恐怖
袭击事件致电印尼总统佐科表示慰问。
习近平表示，惊悉印尼东爪哇省泗水市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我代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事件中的无辜遇难者
表示深切的哀悼，对无辜伤者及遇难者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
义，愿同包括印尼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世
界和地区和平稳定。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
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措施

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6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决定在全国推开外资企业设立商务备案与工
商登记“一口办理”；确定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的措施。
会议指出，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各地区各部门深化
“放管服”改革，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便民利企，取得积极成效。下
一步，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一要整合构建国家、省、市三级互联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除
法律规定或涉密等外，政务服务均应纳入平台办理。二要实行办事要件
标准化。公布必须到现场办理事项的“最多跑一次”目录。原则上不再保
留各地政府部门自设的服务大厅。三要简化办事环节，能共享的材料不
得要求重复提交，并完善相关制度。四要建立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会议决定，进一步简化外资企业设立程序，从6月30日起，在全国推
行外资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套表格、一口办理”，做到“无纸化”
“零
见面”
“ 零收费”。
为进一步促进物流降本增效，
会议确定，
一是从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
12月31日，
对物流企业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
对挂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二是今
用税。
从今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年底前，
实现货车年审、
年检和尾气排放检验
“三检合一”
。
三是推动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简化物流企业分支机构设立手续。
采取上述措施，
加上
增值税率调整后相应下调铁路运价，
预计全年降低物流成本120多亿元。

川航已对所有同型号飞机
风挡玻璃进行排查
据新华社成都5月16日电 16日，四川航空举行媒体见面会，通
报14日因机械故障备降成都的3U8633重庆—拉萨航班相关情况。机长
刘传健表示，自己飞过上百次该航线，对当时出现故障的飞机状况较
有把握，做出决定非常果断。此外，目前川航已对所有同型号飞机的
风挡玻璃进行排查，未发现问题。15日中国民航局发布消息称，根据
目前掌握的调查信息，脱落的右侧风挡玻璃为该机原装件。

《板门店宣言》墨迹未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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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启动大规模空中格斗演练

朝鲜警告或取消朝美会晤
朝鲜16日凌晨宣布取消原定当天的北南
高级别会谈，
同时要求美国考虑朝美领导人
会晤前景，
理由是韩国和美国5天前启动大规
模空中格斗演练。
数小时后，
朝鲜外务省第一
副相金桂冠警告，如果美国坚持“利比亚模
式”
，
试图逼迫朝鲜
“单方面”
弃核，
朝方将重
新考虑是否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
韩国政府当天上午对朝方取消会谈表
达“遗憾”。美国政府稍早时候表示，美韩联
合演练会继续，美朝领导人会晤筹备工作
也会继续。

暂停朝韩对话
朝鲜中央通讯社16日凌晨发表公报，
指
认板门店宣言墨迹未干，
韩美却启动
“2018超
级雷霆”
联合空战演练，
是
“军事挑衅”
，
给朝
鲜半岛向好局势
“开倒车”
。
公报认定韩美联
合演练旨在
“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打击”
和掌

握制空权，
规模
“空前庞大”
，
反映美韩坚持对
朝
“极限施压”
和制裁。
“2018超级雷霆”联合演练11日开始，定
于25日结束。包括美军8架F—22型“猛禽”式
隐形战机在内的韩美两军100多架战机参加。
除 了 指 认 韩 美“ 公 然 挑 战 ”板 门 店 宣
言，公报指责韩国政府放任保守派在野党
在国会“诋毁朝鲜最高尊严和体制”、
“ 诽谤
中伤”金正恩与文在寅4月27日在板门店会
晤后发表的这份和平与和解宣言。
以韩美
“侵朝战争演习”
以及韩国
“对抗
骚动”
为理由，
朝方宣布暂停定于16日在板门
店韩方一侧
“和平之家”
的北南高级会谈。

弃核模式分歧大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内，
一些白宫、国务院高级官员最近大谈所谓
“ 利 比 亚 模 式 ”，寻 求“ 完 全 、可 验 证 、不可
逆”的无核化，要求朝方“完全解除核武器、
导弹和生化武器”并且“先弃核、后补偿”。
博尔顿13 日说，应完全消除朝鲜铀浓
缩和钚再处理能力，废弃所有核武器并运
到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核设施保管。金桂
冠明言反对“利比亚模式”，并称这种弃核
方案暴露“险恶”用心，企图把利比亚或伊
拉克的悲惨命运强加给朝鲜，令人怀疑美
方借助对话和谈判改善朝美关系的诚意。
金桂冠说：
“ 如果美国企图迫使我们单
方面弃核，
我们对这类对话将不再感兴趣，
并
且只能重新考虑是否继续推进朝美峰会。
”

美应准备“有诚意”提案

韩美研判朝方所言究竟何意之时，朝
中社16日上午播发第一副外相金桂冠的媒
体声明，发出更明确警告。金桂冠说，包括

金桂冠同时说，如果特朗普政府真心

致力于改善朝美关系，为领导人会晤准备
“有诚意”的提案，朝方将作出“应有回应”。
他在声明中说，朝方已多次明确表示，
无核化“前提”是美国终止反朝敌对政策、
核威胁和讹诈。
韩联社解读，金桂冠重申，朝鲜要求美
国作出安全保证。从这份声明看，朝方更看
重这一点，而非经济补偿。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3日说，
如果朝鲜完
全放弃核武器项目，
美国将对朝作出
“安全保
证”
，
同时作出经济补偿。
金桂冠则表示，
如只
是经济利益换弃核，
朝方不感兴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6日就朝鲜称
因韩美军演及美态度，中止朝韩高级别会
谈并重新考虑朝美领导人会晤答问时说，
有关各方应珍惜半岛来之不易的缓和局
面，互相释放善意和诚意，共同为领导人
会晤创造良好条件和氛围。
（综合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特朗普搬迁驻以使馆意在强推和平方案
□
2017年12月，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首都，并宣布启动美国驻以色列使
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今年2
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驻以色列大使
馆将于今年5月14日迁至耶路撒冷，以纪念
以色列建国70周年。特朗普在竞选时期承
诺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
驻以色列大使馆搬往耶路撒冷。此外，特朗
普家族跟犹太人颇有渊源、执政团队中有
多名犹太精英、当选得到犹太财团大力支
持。可以说，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不顾国际
社会普遍反对，一意孤行，既为兑现竞选承
诺，也为回报幕后金主。
除此之外，特朗普这么做，其实最重要
目的还是为了强推他主导的巴以和平方案。
此前据媒体披露，白宫准备在2018年上半年
公布巴以和平方案，
而特朗普在今年3月与到
访的内塔尼亚胡会晤时也确认他们正在为
巴以和平方案加紧工作。
特朗普曾表示，
“我
想成为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达成和平的那
个人”
。
更为重要的是，
特朗普为实现巴以和
平有一番属于自己的行事逻辑。
特朗普曾明确表示，在承认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首都之后，耶路撒冷就不再是中
东和平进程中的难题，
“ 我认为巴勒斯坦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武剑

■提要
当地时间5月14日，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正式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
伴随着巴勒
斯坦抗议者的流血冲突和中东地区民众的抗议示威，
现场的美国和以色列贵宾们见证了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谓的
“历史性一刻”
。
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
对，
一意孤行，
既为兑现竞选承诺，
也为回报幕后金主，
强推他主导的巴以和平方案。

很想再重回到谈判桌上”。同时，特朗普还
宣布美国将在巴方与以色列开始谈判前暂
停对其的援助。在特朗普看来，当前的中东
正处乱世之秋，
“ 阿拉伯之春”、
“ 伊斯兰国”
之祸、叙利亚危机、也门战事、卡塔尔断交
风波、沙特伊朗交恶等一系列地缘政治热
点事件使得主要地区大国无暇他顾、伊斯
兰世界内部一盘散沙、巴以问题被进一步
边缘化。此外，巴勒斯坦内部法塔赫和哈马
斯长期陷入分裂、内耗严重。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企图抓住有利时
机，在涉及巴以问题乃至中东问题的核心
矛 盾 ——— 耶 路 撒 冷 地 位 问 题 上 颠 覆 美 国
“不实质性选边站队”的传统政策，而采取
釜底抽薪的极端方式，迫使巴勒斯坦和主
要地区大国认清现实、重回谈判，最终接受

特朗普版的巴以和平方案。不止于此，美国
还利用沙特欲联手以色列共同对抗伊朗、
埃及欲重振国内经济急需对外援助的利益
需要，通过沙特、埃及已暗地里向巴勒斯坦
施压，要其接受该和平方案。
尽管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但
他明显严重低估了涉及主权归属、民族、宗
教、政治等一系列因素，被称为“世纪难题”
的巴以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他也严重高估
了美国的现有影响力，而对国际格局的多
极化趋势认识不足。一方面，联合国大会以
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认定任何宣称改变耶
路撒冷地位的决定和行动“无效”。此外，巴
方拒绝接受美国作为巴以和平进程的单独
调解方，呼吁建立包括中、俄、欧盟、印度等
在内新的国际多边机制以推动巴以和谈。

埃及等对巴勒斯坦
另一方面，
纵然沙特、
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存有私心，
但支持巴方
建国不论在阿拉伯内部还是伊斯兰世界都是
共识。
今年4月举行的阿盟峰会被改名为
“耶
路撒冷峰会”
，
沙特还宣布援助巴勒斯坦1.5亿
美元。
此举无疑是对沙特、
埃及两国领导人之
前缺席伊斯兰国家峰会、
被指责对特朗普的
决定反应
“非常无力”
的一次政策修正。
特朗普此举，根本无法让巴以两国获
得真正的持久和平。就在美国驻以色列使
馆在耶路撒冷正式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
众与以色列士兵爆发2014年以来最血腥的
冲突，导致至少５５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２８００
多人受伤。事实上一个多月来，巴勒斯坦民
众与以军冲突不断，已造成大量巴勒斯坦
人伤亡。美国和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恐怕只
能是在巴勒斯坦和中东地区的民众中间继
续播撒“反美反犹”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