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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4 月 18 日电 巴基斯坦官
员 18 日证实，20 多名武装人员当天凌
晨在西南部俾路支省截停一辆长途客
车，枪杀14名乘客后逃离现场。

俾路支省内务部门官员海德尔·阿
里说，袭击者身穿准军事武装“边防军”
制服，截停从港口城市奥尔马拉沿莫克
兰海岸公路开往卡拉奇的一辆长途客
车，逼迫乘客下车，射杀 14 人。媒体报
道，两名乘客趁天黑成功逃脱。

他说，警方初步判断遇害者都是巴
基斯坦公民，包括一名海军军官和一名
海岸警卫队队员。

俾路支省内务部门主管米尔·齐亚·
兰戈夫说，已经启动全面调查，追查武装
人员下落。

暂时没有武装组织宣称制造这一事
件。

巴武装人员——

枪杀14名
大 巴 乘 客

新华社布鲁塞尔 4 月 17
日电（记者王子辰） 在美国于
8 日威胁对价值约 110 亿美元
欧盟商品加征关税之后，欧盟
于 17 日开出一份价值约 200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清单，威胁
加征关税。

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事务
的委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
伦17日在声明中说，欧盟必须
为欧洲飞机制造产业捍卫公平
的竞争环境，但欧盟并不希望
与美国针锋相对。声明还明确

释放了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的意愿。

马尔姆斯特伦说：“倘若没
有其他途径（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需要做好采取应对措施的
准备。但我仍然认为，对于欧
盟和美国这样的重要伙伴来
说，对话应当是最终的出路，尤
其是在解决这一长期争端问题
时。只要不设置前提条件并旨
在取得公平的结果，欧盟仍然
愿意与美国展开讨论。”

欧盟当天发布的清单涉及

从飞机到化学品和农产品等在
内的多类产品。欧盟将就这份
清单展开公众咨询。欧盟方面
表示，最终对多少金额的美国
商品加征关税也将考虑到世贸
组织就波音补贴案的仲裁决定
来作出。

以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两
大航空巨头为焦点的美国和欧
盟间的航空业反补贴争端由来
已久。2004年，美国向世贸组
织提出诉讼，指控欧盟以各种
形式向空客提供非法补贴；而

欧盟随后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政
府向波音提供巨额非法补贴。对
此，世贸组织曾先后裁定，美国和
欧盟均存在对各自航空企业提供
非法补贴的问题。

美国政府日前指责欧盟违规
补贴空客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8 日据此启
动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款程序，拟对价值约110亿美元的
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欧盟委
员会官员随后表示，欧盟可能对美
国违规补贴波音采取报复措施。

欧盟针对美国——

开出200亿美元征税清单

据新华社 4 月 18 日电 秘鲁前总统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 17 日在首都利马
家中开枪自杀，终年69岁。

加西亚生前是一项贪腐调查的主要
目标。自杀时，警方正在他的家中，准备
抓捕他归案。

现任总统马丁·比斯卡拉宣布全国
为加西亚哀悼三天，降半旗致哀。秘鲁
媒体报道，加西亚家人拒绝由比斯卡拉
或任何政府代表主持葬礼。

加西亚1949年出生，父亲同样是政
治家，父子同属阿普拉党、即人民党。

1985年6月，加西亚时年36岁，首次
当选秘鲁总统，成为拉美最年轻的总统。
卸任两年后，他受到贪污等罪名指控，
1992年起在哥伦比亚避难9年。洗脱罪名
后，他东山再起，2006年再次当选总统。

秘鲁检察机关指认加西亚第二届总
统任期内收受奥德布雷希特公司贿赂，
帮助后者获得利马地铁列车项目合同。
检方没有正式起诉加西亚。

作为巴西以至拉美地区建筑业巨
头，奥德布雷希特公司的一名高级管理
人员2016年承认，在秘鲁等多个国家以
行贿手段获取工程合同，贿赂总金额将
近8亿美元。

加西亚否认受贿，自称是虚假证词
的受害者。

自杀前一天，加西亚在推特再次为
自己辩护：“任何文件和证据中都没有提
到我⋯⋯我从来没有出卖（国家）。”

包括加西亚在内，多名秘鲁前总统因
为关联奥德布雷希特公司行贿案而成为调
查对象。

一名法官上周裁定羁押前总统佩德
罗·巴勃罗·库琴斯基。前总统亚历杭德
罗·托莱多 2017 年由法官裁定羁押，秘
鲁方面正寻求美国方面把他引渡回国；
前总统奥良塔·乌马拉·塔索接受羁押 9
个月，去年获释。三人全部涉嫌收受奥
德布雷希特公司贿赂。

生前遭贪腐调查

秘鲁前总统加西亚

自杀身亡

据新华社维也纳4月17日电（记者赵菲菲） 奥地利维
也纳美泉宫动物园16日晚喜迎来自中国的雄性大熊猫“园
园”。动物园园长达格玛·施拉特尔表示：“我们非常高兴

‘园园’来到这里，希望它在新家感觉舒适。”
“园园”此行由专程前往中国的奥地利动物学家埃韦

琳·东格尔和兽医托马斯·沃拉切克陪同，它最信任的饲养
员董礼也全程陪护。

圈养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为25岁至30岁，今年8月年满
20 岁的“园园”是熊猫界的“帅大叔”。它将与已经在美泉
宫动物园生活多年的18岁雌性大熊猫“阳阳”配对，但目前
还需在室内隔离，5月底将正式与游客见面。

奥地利数字与经济事务部长玛格丽特·施兰伯克对“园
园”的到来表示欢迎。“我们还得等待一段时间，但我为美泉
宫动物园和动物园的游客感到高兴。希望这只新来的雄性
大熊猫帮助动物园继续在大熊猫繁殖方面取得成功。”

“阳阳”2003年与雄性大熊猫“龙徽”一同来到维也纳，
共生育 5 只幼崽，创下欧洲圈养大熊猫自然交配生产的纪
录。2016年底，“龙徽”因病不幸死亡。

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

喜迎大熊猫“园园”

4 月 17 日，在葡萄牙马德
拉岛，救援人员在车祸现场工
作。

据葡萄牙媒体报道，一辆

载有 55 名德国游客的旅游大
巴 17 日在葡萄牙马德拉岛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 28 名游
客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 3

人重伤。
据报道，这辆旅游大巴当

天下午在马德拉岛一条山路上
行驶时坠落山坡，遇难者中包

括11名男性和17名女性，均为德
国公民。大巴司机和导游受伤。
目前所有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
院。 新华社／美联

据新华社阿斯塔纳4月17日电（记者刘诗平） 中国和
哈萨克斯坦苏木拜河联合引水工程改造竣工仪式 17 日在
引水工程哈方一侧举行。

近年来，中哈双方在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
机制下不断推进务实合作。2013 年 7 月，中哈霍尔果斯河
友谊联合引水枢纽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极大地改善了双
方引水灌溉条件。为帮助哈方解决苏木拜河引水困难，中
哈双方于2017年11月签署苏木拜河联合引水工程改造协
定，同意共同实施工程改造。

苏木拜河发源于哈萨克斯坦境内，河道全长 61 公里，
上游 35 公里在哈方境内，下游 26 公里为中哈界河。2008
年，为解决当地农业灌溉用水问题，中哈双方建设联合分水
闸，哈方因泥沙淤积导致引水困难，提出希望改造苏木拜河
引水工程。为照顾哈方关切，2011 年以来，双方在中哈利
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机制下就苏木拜河引水工程
改造开展合作。

本项工程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项目。工程改
造竣工后，转入全面运行管理阶段。

“一带一路”重点项目

中哈苏木拜河
联合引水工程改造竣工

据新华社巴黎 4 月 17 日电（记者唐霁 徐永春） 法国
负责调查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检察官雷米·海茨 17 日说，目
前火灾原因主要指向“事故因素”。初步调查显示，倒塌的
塔尖下方可能是最初的起火点。

据法国资讯电视台 BFMTV 报道，巴黎圣母院屋顶损
毁严重，烧出一个直径数米的大洞，这是调查人员希望重点
取证的地方。然而，受损严重的圣母院建筑结构不稳，需要
在多处进行加固，调查人员只有等加固工作完成后，才能从
废墟中寻找证据。

雷米·海茨说，火灾原因一般包括电器短路、施工误操
作或蓄意纵火等，目前巴黎圣母院起火原因主要指向“事故
因素”。整个调查过程将是“长期和复杂的”，一旦圣母院的
建筑加固工程结束，调查就能加快进程。

报道说，40 名刑侦警察和 10 多名司法人员已展开调
查，重点问讯火灾前出现在圣母院修缮施工现场的人。根
据多个目击证人提供的线索，起火点很可能在巴黎圣母院
塔尖下方靠近塞纳河一侧。

另据《巴黎人报》报道，大火开始燃烧前半小时左右，安
保人员在巴黎圣母院的监控显示屏上发现警报，但由于机
器故障，警报显示位置并非着火点。随后，两名安保人员发
现“高达3米的火焰”。

初步调查显示：

巴黎圣母院起火点
可能位于塔尖下方

北京时间 17 日凌晨，有关
苹果、高通和英特尔的“突发消
息”在技术圈密集刷屏。美股
收盘前一小时，长达两年的苹
果、高通诉讼恩怨出人意料地

“戛然而止”。紧接着，英特尔
公司当日发表声明，宣布“退
出”在 5G 智能手机调制解调
器（基带芯片）领域的角逐。

一夜之间，5G“江湖”突现
“变局”。

苹 果 的“阿 喀
琉斯之踵”

缺“芯”，堪称苹果在与华
为、三星角逐 5G 智能手机市
场的“阿喀琉斯之踵”。2019
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安
卓系统已秀出多个 5G 商用产
品或计划，唯有苹果“按兵不
动”。为什么？长期以来与芯
片供应商高通的争端令苹果在
5G时代处于被动局面。

在 2016 年苹果与高通有
关基带芯片的合作协议到期之
前，高通一直是苹果基带芯片
的唯一供应商。2017 年 1 月，
苹果率先对高通提起法律诉

讼，指控后者专利授权方式“垄
断”，强迫客户支付“不公平价
格”；高通则认为，苹果是“硅谷
最大的霸凌者”，忽视了芯片制
造商对智能手机发展的贡献。
随后，双方在全球展开超过 50
项司法诉讼。

为避免“在一棵树上吊死”，
苹果试图摆脱高通，于2017年
开始加大对英特尔基带芯片的
采购力度。不过，新伙伴似乎

“不太给力”，不仅信号质量受到
质疑，美国《快公司》杂志还指出，
英特尔如期交付5G基带芯片的
能力让苹果“失去信心”。

于是，苹果将目光转向三
星，但遭到后者婉拒。尽管中国
华为近日表示，对苹果持“开放
态度”。但种种原因，双方合作
可能并不大。选择不多，业内
人士认为苹果过渡到使用自研
芯片最早也要到2020年，因此
很可能将付出在 5G 第一波浪
潮中落伍的代价。

谁是最大赢家？

“你死我活”的博弈，终究
不过是为了谈判桌上更多的筹

码。17 日两家的联合声明表
示将此前涉及数百亿美元索赔
金额的恩怨“一笔勾销”，根据
和解协议，苹果公司将向高通
公司支付一笔款项。此外，两
家公司还达成为期 6 年的专利
许可协议，自 2019 年 4 月 1 日
起生效，并包括两年的延期选
择权。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多年
芯片供应协议。

如果再度启用高通基带芯
片，苹果可能早于预期推出5G
手机，好处显而易见。

握手言和消息一出，高通
股价随即短线飙升，创高通 20
年来最佳单日表现。大客户回
归，不仅让高通成功化解商业
模式是否合法的“致命”质疑，
更有可能让其在基带芯片的优
势延续到5G时代。

苹果与高通宣布和解几小
时后，英特尔当即宣布“放弃”
5G智能手机调制解调器业务，
将专注于 5G 网络基础设施及
数据中心业务。

业内人士认为，英特尔这
一决定不失为明智之举，相较
之下，数据中心业务的利润或
许更高。

新一轮角逐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手机芯
片主要由高通、华为海思、三星、
紫光展锐、联发科等几家供应。
其中，三星属于自产自销，华为海
思也只供应华为，对其他手机厂
商来说，实际上的供应商其实只
有高通、紫光展锐和联发科等少
量几家。

与此前几代通信技术标准要
求不同，5G对数据传输量和传输
速率的要求更高，手机基带芯片
技术的研发难度更为复杂。在
3G、4G 时代，高通公司占据大量
专利优势，但 5G 时代来临，其他

“玩家”的实力不容小觑。
今年 1 月，华为正式发布首

款 7 纳米工艺多模芯片“华为巴
龙 5000”，被誉为世界最快的
5G基带芯片。

三星公司目前已拥有一整套
5G解决方案。此外，目前全球第
三大移动芯片设计企业，同样来
自中国大陆的紫光展锐也在世界
移动通信大会上发布了其 5G 通
信技术平台和首款5G基带芯片。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苹果、高通专利诉讼突然终止，英特尔退出基带芯片市场

5G“江湖”突现变数 （上接 A1 版）远海后勤保障模式逐步从以补给舰伴随保障
为主、国外靠港补给为辅，向以海外基地保障为主、国外其
他港点和综合补给舰保障为辅的新模式转变，海上保障的
覆盖面将随着舰艇航迹向远海大洋不断延伸。

采取举措为依托我海外保障基地、海外中资机构、外军
保障力量、商业协作渠道实施综合保障提供机制保证，军舰
远航可以通过国内涉外公司代理采购油水和主副食，通过
远洋商船捎带递送物资，通过当地中资机构获取出行车辆
保障服务，通过商业航空快递转投备件。

人民海军主要装备
成建制更新换代

（上接A1版）
方案提出，根据药品治疗领域、药理作用、功能主治等

进行分类，组织专家按类别评审。对同类药品按照药物经
济学原则进行比较，优先选择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临床必需、
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品种。

在满足有效性、安全性等前提下，价格（费用）与药品目
录内现有品种相当或较低的，可以通过常规方式纳入目录；
价格较高或对医保基金影响较大的专利独家药品应当通过
谈判方式准入（独家药品的认定时间以遴选投票日的前一
天为准）。

中药饮片采用准入法管理，国家层面调整的对象仅限
按国家药品标准炮制的中药饮片。

药品目录内原有的药品，如已被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禁
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应予调出；经专家评审认为存在其
他不符合医保用药要求和条件的，按程序调出。

据悉，本次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之后对医保药
品目录进行的首次全面调整，现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是
2017 年版，包括 2017 年、2018 年两次医保准入谈判的药
品在内，西药和中成药共计2588种。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全面调整
（上接 A1 版）其中 90％原发性肝细胞癌
由慢性肝炎转化而来。而趋化因子与肿
瘤的关系是近年来炎癌转化机制研究的
重点与热点，朱帆课题组的多年研究，发
现了炎癌转化的重要趋化因子。

科研人员首次发现人趋化素样因子
在原发性肝细胞癌组织中明显高表达，
并与原发性肝细胞癌的进程密切相关。
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一趋化因子能通过
炎癌转化的重要信号通路，诱导肝癌细
胞的恶性转化，最终导致原发性肝细胞
癌的转移。

课题组的研究还发现，这一趋化因
子能通过信号通路抑制经典抗癌药物对
肝癌细胞的杀伤作用，影响治疗效果。
这项研究揭示了趋化因子在原发性肝细
胞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全新的角
度诠释了原发性肝癌中炎癌转化的机
制，为原发性肝癌的靶向治疗及耐药性
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炎症如何转化为癌症？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4 月 18 日同巴林国王哈马德互
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巴建交 30
年来，两国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结下深

厚友谊，双边关系稳步向前发
展，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我
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
哈马德国王一道努力，以中巴
建交30周年和两国共建“一带

一路”为契机，推动中巴各领域
合作迈向新台阶，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哈马德在贺电中表示，巴
方珍视同中国的牢固友谊和各

领域互利合作，将继续致力于深化
和发展巴中关系，祝中国人民不断
取得更大进步。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巴
林首相哈利法也互致了贺电。李克

强在贺电中说，中方愿同巴方在“一
带一路”框架内加强务实合作，推动
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哈利法在
贺电中说，期待同中方一道努力，不
断深化巴中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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