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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5月21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减
少核危险中心主任雷日科夫 21 日说，美国还在继续生产

《中导条约》禁止的导弹。
雷日科夫当天在接受俄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采访时

说，美国为发展自己的反导体系生产了一系列短程和中程
弹道导弹作为靶弹使用，这些导弹就飞行距离等战术性能
指标来看属于《中导条约》禁止范围。

雷日科夫指出，美国生产的这些导弹是通用型的，可以
轻易换装不同的弹头作为弹道导弹使用，这实质上是回避
和绕开《中导条约》的表现。

《中导条约》全称是《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
导弹条约》，由美国和苏联于1987年12月8日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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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俄两国多次相互指责
对方违反条约，美国甚至威胁会像2001年退出美苏1972年
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一样退出《中导条约》。

俄指责美国绕开《中导条约》

仍在生产中程导弹

据新华社 5 月 21 日电 韩
国国防部发言人崔贤洙 21 日
说，韩美“乙支自由卫士”联合
军演照常举行，规模不会缩减。

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委员
长、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议
员金学容先前说，由于朝方对
韩美“超级雷霆”联合空战演练

表达不满，韩国军方考虑缩减
定于 8 月举行的“乙支自由卫
士”演习规模。

崔贤洙 21 日在记者会上

说，“乙支自由卫士”是年度例行
防御性联合演习，韩国国防部就
这一军演的立场没有变化，“现阶
段，我们打算维持演习规模，与往
年持平”。

朝鲜 16 日凌晨宣布取消原
定当天举行的北南高级别会谈，
同时要求美国考虑朝美领导人会
晤的前景，理由是韩国和美国 5
天前开始“超级雷霆”联合空战演
练。

韩国防部：

韩美军演照常举行规模不减

韩国统一部说，朝鲜无限期
暂停南北高级别会谈后，21 日
再次拒绝接收赴朝采访核试验
场废弃仪式的韩方记者名单。

再次拒收名单

当天上午9时，板门店联络
电话正常接通，韩方再次向朝方
发送记者名单，但朝方以没有接
到上级指示为由拒绝接收。

统一部发言人白泰铉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希望废弃丰溪
里核试验场的活动不出岔子，
按原计划进行。”

8 名韩方记者报名采访。
白泰铉说，正设法继续向朝方
发送名单。

至于朝鲜是否会拒绝韩国

记者采访，他不予作答。
丰溪里核试验场位于朝鲜

东北部咸镜北道深山。朝鲜迄
今 6 次地下核试验都在那里完
成。朝鲜外务省12日宣布，定
于本月 23 日至 25 日之间举行
北部核试验场废弃仪式，邀请
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和韩
国记者赴现场采访。

统一部长官赵明均 21 日
告诉媒体记者，希望朝方采取

“积极”举措允许韩方记者采
访，“我们会尽力到最后一刻”。

南北关系遇冷

一些分析师说，朝鲜取消
核试验场废弃仪式的可能性不
大。一名韩方消息人士 20 日

说，一些迹象显示，朝鲜正对连
接东部城市元山与咸镜北道省
吉州市、即丰溪里核试验场所
在地长270公里的铁路作分段
维修和安全检修。

韩联社报道，那 8 名韩国
记者中的一些人 20 日动身前
往北京，试图到朝鲜驻华大使
馆办签证。

朝方15日邀请韩方派一家
通讯社4名记者和一家电视台4
名记者采访，定于 22 日与其他
外籍记者从北京乘专机飞往元
山，择日乘火车前往丰溪里核试
验场，采访和拍摄活动结束后，
26日或27日从元山离境。

朝鲜16日突然取消原定当
天的北南高级会谈，理由是韩国
与美国启动战机大规模空中格
斗演练。17 日，朝鲜祖国和平

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批评说，
演练不停就不会有会谈。18日，朝
方拒绝接收韩方记者名单。

与拒收记者名单相似，朝鲜
迄今没有发函邀请一个韩国民间
团体赴朝纪念“6·15 共同宣言”
发表18周年。

落实“6·15 共同宣言”韩方
委员会 21 日说，朝方先前发传
真，说希望23日至26日在朝鲜首
都平壤联合举办活动，纪念时任
韩国总统金大中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日 2000 年发表的这一南
北和解、合作宣言。

朝方迄今没有发来邀请函。
而韩国民间人士访问朝鲜需要持
朝方邀请函提前 7 天向统一部申
请。这意味着韩方委员会只能推
迟访朝活动，择日再办联合纪念
活动。 据新华社电

核试验场废弃在即，朝韩关系遇冷

朝鲜再次拒收韩国记者名单

这是5月19日在美国夏威夷帕霍阿附近拍摄的从地面裂缝冒出的火山熔岩。
美国夏威夷群岛基拉韦火山本月初开始新一轮爆发至今，19日出现第一例致人严重受伤事件。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记者闫子
敏） 针对有一些美国官员称中美经贸磋
商达成的协议只是暂时停战，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 2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
关提问时说，中方当然不希望出现更多
反复。他同时表示，只要是符合两国人
民利益的事情，两国政府都应该有责任
办好。

陆慷说，中方从来不愿看到中美之
间有任何紧张，包括贸易领域或其他领

域的紧张。“两个大国保持良好
双边关系，以及各领域良好互
动和合作，这肯定更加符合两
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对世界
来说也肯定是福音。”

他表示，中美双方都已经
认识到中美这两大经济体达成
共识、避免相互对一些出口产
品加征关税，避免贸易战，这符
合双方利益。“刘鹤副总理在结

束这一轮磋商后接受媒体采访
时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这轮中
美经贸磋商，双方最大的共识
和成果就是，双方都认识到要
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好两国经贸
领域的问题，避免相互加征产
品关税。我们希望中美经贸关
系互利共赢的本质能够更好发
挥出它的功效。”

陆慷说：“从短期来说，如

果中美两国政府能够达成一个很好
的协议和双方都接受的成果，两国
政府当然都应当遵守这样的协议，
我们当然不希望出现反复。我们相
信这样的结果是两国人民和两国工
商界都十分欢迎的，也是全世界应
该感到欣慰的。”

他说，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中美
关系 40 年，包括中美经贸交往 40
年，起起伏伏的情况时有发生。随

着中美这么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
互动越来越多，很难担保以后相互
不会再有新的摩擦、新的分歧和新
的不同看法。但是从过去40年看，
双方之所以都能很好地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经贸关系不断取得更大发
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经贸
关系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
利益，同时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市
场规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美经贸只是暂时停战？

我外交部：当然不希望出现反复

5月20日，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参赛
者穿着奇装异服参加越湾长跑活动。

旧金山越湾长跑活动 1912 年首次
举办，到今年已经是第 107 届，每年都有
数万人参加，吸引超过 10 万人观看。越
湾长跑除了有长跑好手一较高下外，大
批奇装异服的参加者也是它的传统特
色。 新华社发

美 国 旧 金 山
举办越湾长跑

据新华社德黑兰5月20日电（记者
穆东 马骁）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20日
敦促欧盟给予伊核协议更大支持。

扎里夫当天在德黑兰与到访的欧盟
气候行动与能源委员卡涅特会晤时表
示，欧盟对伊核协议的支持力度“还不够
大”，欧洲企业有可能撤出伊朗。

扎里夫呼吁欧盟采取切实措施加强
与伊朗的经济合作。

卡涅特表示，虽然美国退出伊核协
议，但欧盟方面仍然维护协议内容并支
持企业继续与伊朗进行合作。

2015 年 7 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
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
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同时享有和平利
用核能的权利，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实
施的制裁措施。此后，多家欧洲企业陆
续重返伊朗，与伊方签订商业合同。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 8 日宣布，美
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因伊核协议而
豁免的对伊朗制裁。

伊朗敦促欧盟——

给予伊核协议
更大支持

5月20日，在美国波士顿，中国导演张艺谋（前中）出席
波士顿大学2018届毕业典礼。

在美国波士顿大学20日举行的2018届毕业典礼上，中
国导演张艺谋被授予波士顿大学人文艺术荣誉博士学位。

波士顿大学校长罗伯特·布朗在毕业典礼上向约 7000
名应届毕业生及其家长介绍了张艺谋的艺术生涯以及他在
电影、歌剧、芭蕾舞剧和大型表演等多个艺术领域的成就。
他说，张艺谋的电影作品“不仅透视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也是展现人类本性和渴望的一扇窗口”。

早在2008年11月，波士顿大学就宣布决定在翌年毕业
典礼上授予张艺谋荣誉博士学位，但因张艺谋未能参加
2009年该校毕业典礼，这一“授予”直至今年才实现。

新华社发

波士顿大学授予张艺谋荣誉博士学位

常烟专〔2018〕公字第70号

2018年5月4日，我局稽查人员会

同邮政执法人员在圆通快递进行检查，

查货单号：700430152019、70043015

2020，内装卷烟。根据《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苏省烟

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

事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

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到，

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局依

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江 苏 省 常 州 市 烟 草 专 卖 局 公 告
常烟专〔2018〕公字第73号

2018年5月8日至5月9日，我局
稽查人员会同邮政执法人员在优速快
递进行检查，查货单号：51829792639
3、518452586328、518296305463、51
8296305461、518297926462，内装卷
烟。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五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
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到，则该批卷烟
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局依法进行
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常烟专〔2018〕公字第71号

2018年5月5日至5月10日，我局

稽查人员会同邮政执法人员在韵达快递

进行检查，查货单号：3904610005676、

3904610005675、3904610005872、392

0180292799，内装卷烟。根据《烟草专

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

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

限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

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到，

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局依

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常烟专〔2018〕公字第72号
2018年5月7日至5月14日，我局

稽查人员会同邮政执法人员在中通快递
进行检查，查货单号：631619998332、
528046973375、780105491371、63210
3541511、632103541504、6321035417
91、700429429833，内装卷烟。根据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
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三十
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
逾期不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
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柳立花园”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柳立花园”项目位于武进区戴家浜

南侧、阳湖西路北侧、新武宜运河沿线绿
地东侧、龙江南路沿线绿地西侧，由常州
柳立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项目规划
总建筑面积约148431.14万㎡。现公开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前期物业管理，
请有意愿的物业服务企业，于2018年5
月22日—5月24日（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1:30，下午1:00—4：30时，携
带本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一
份）、公司简介、业绩资料，到常州市武进
区房地产管理处物业管理中心（417室）
报名。

报名地点：常州市武进区房地产管
理处物业管理中心（417室）

联系人：左昕 蒋小芬
联系电话：13685221117

13861063094
常州柳立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春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2日

综合新华社 5 月 21 日电 委内瑞拉
国家选举委员会20日晚宣布，执政党统
一社会主义党候选人、现任总统马杜罗
再次当选委内瑞拉总统。

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卢塞纳说，对
92％选票的统计结果显示，现任总统马
杜罗获得 582 万余张选票，进步前哨党
主席亨利·法尔孔获得182万余张选票，
宗教领袖和企业家哈维尔·贝尔图奇获
得92万余张选票，人民政治团结89党创
始人、工程师雷纳尔多·基哈达获得3万
余张选票。此次大选投票率为46.01％。

委内瑞拉下一届总统任期时间为
2019年至2025年。

竞选期间，马杜罗承诺当选后将把
经济繁荣带回委内瑞拉，继续推进前总
统查韦斯发起的“玻利瓦尔革命”，不断
加大政府对民生投资，并对发动“经济
战”的国内反对派和美国进行“清算”。

得票数位居第二的法尔孔在选举结
果揭晓前几分钟公开表示，他将不承认
选举结果，并称当天的选举过程“非
法”。美国国务院多名官员当天也表示
将不承认委内瑞拉大选结果。

委内瑞拉是世界最大产油国之一，
九成以上外汇收入依赖石油出口，但过
去 5 年经济持续衰退，石油产量下降。
马杜罗指责美国政府持续制裁并与委国
内右翼反对派合谋对左翼政府发起“经
济战”，把国家拖入困境。

路透社报道，对马杜罗而言，让国家
摆脱经济困境是一项“艰巨任务”。反对
党控制的委国民议会本月 7 日发布数
据，显示去年本币玻利瓦尔贬值 99％，
通货膨胀率达13779％。

马杜罗成功连任
委 内 瑞 拉 总 统

强化对标意识 发挥示范作用

我市举行石墨烯前沿技术高峰论坛

专题博物馆如何走向“智造”

（上接 A1 版）路径创新、工作转型、对标找差等方面开展大
学习、大调研、大讨论活动，做到脑中有思想、眼中有问题、
手中有方法，汇聚起办公室服务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整
体优势。要注重在解放思想大讨论中提升思想高度、释放
思想能量、强化思想自觉，着力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产业
创新、发挥市场作用等方面形成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成果，切
实展现高质量发展的探索性、创新性、引领性。

三是打造模范机关这个标杆。市政府办公室系统要以开
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为契机，着力打造标杆部门。各部门、各处
室都要强化对标意识，确立更高追求，通过对标找差提振精神，
激发活力，实现办文高质量、办会高水平、办事高成效，努力打
造管理规范、服务优质、工作高效、业绩一流的服务型机关。

会议强调，市政府办公室系统作为市政府的中枢机构，
担负着承上启下、沟通内外、协调左右的职能，要在全市解
放思想大讨论中发挥示范作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
大力量。 （常政办 韩晖）

（上接A1版）
论坛旨在进一步展望石墨烯产业前景，交流探讨石墨

烯产业前沿技术的重点突破方向，推动石墨烯技术创新，引
领石墨烯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平凯等
专家教授作专题报告。

目前，常州已集聚各类石墨烯企业超过130家，在石墨
烯粉体和薄膜两大基础性原材料上率先完成布局，并在触
摸屏、传感器、加热散热、健康医疗、复合材料、储能等领域
实现了初步应用及产业化。

论坛期间还发布了《新华（常州）全球石墨烯指数报告
（2017）》和《2017—2018中国石墨烯发展年度报告》。（姜小莉）

（上接A1版）中国地博馆馆长贾跃明指出，在建设科技创新
强国的背景下，博物馆要积极通过创新智造，发挥科教兴国
作用。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继江则
立足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希望更多博
物馆积极利用自身资源，为古生物化石保护添砖加瓦。

中国海关博物馆副馆长赵萍、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孟
庆金、上海科技馆馆长王小明、重庆自然博物馆馆长欧阳
辉、中国古动物馆馆长王原等专家，均对恐龙园科普产业发
展模式给予肯定并提出相关建议。 （杨磊 周洁）

常烟专〔2018〕公字第70号

2018年5月4日，我局稽查人员会

同邮政执法人员在圆通快递进行检查，

查货单号：700430152019、70043015

2020，内装卷烟。根据《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苏省烟

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

事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

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到，

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局依

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江 苏 省 常 州 市 烟 草 专 卖 局 公 告
常烟专〔2018〕公字第73号

2018年5月8日至5月9日，我局
稽查人员会同邮政执法人员在优速快
递进行检查，查货单号：51829792639
3、518452586328、518296305463、51
8296305461、518297926462，内装卷
烟。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五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
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到，则该批卷烟
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局依法进行
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常烟专〔2018〕公字第71号

2018年5月5日至5月10日，我局

稽查人员会同邮政执法人员在韵达快递

进行检查，查货单号：3904610005676、

3904610005675、3904610005872、392

0180292799，内装卷烟。根据《烟草专

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

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

限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

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到，

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局依

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常烟专〔2018〕公字第72号
2018年5月7日至5月14日，我局

稽查人员会同邮政执法人员在中通快递
进行检查，查货单号：631619998332、
528046973375、780105491371、63210
3541511、632103541504、6321035417
91、700429429833，内装卷烟。根据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
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三十
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
逾期不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
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柳立花园”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柳立花园”项目位于武进区戴家浜

南侧、阳湖西路北侧、新武宜运河沿线绿
地东侧、龙江南路沿线绿地西侧，由常州
柳立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项目规划
总建筑面积约148431.14万㎡。现公开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前期物业管理，
请有意愿的物业服务企业，于2018年5
月22日—5月24日（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1:30，下午1:00—4：30时，携
带本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一
份）、公司简介、业绩资料，到常州市武进
区房地产管理处物业管理中心（417室）
报名。

报名地点：常州市武进区房地产管
理处物业管理中心（417室）

联系人：左昕 蒋小芬
联系电话：13685221117

13861063094
常州柳立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春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