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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平壤1月10日电（记
者程大雨 吴强）朝鲜劳动党中央
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新闻》10日发
表署名评论文章说，民族自主是解决
民族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运动的
生命线。坚持民族自主的立场，是解
决北南关系问题的重要途径。

文章说，北南关系在任何情况
下都属于朝鲜民族的内部问题，北
南应以主人翁姿态解决这一问
题。历史上，美国一向反对韩国与
朝鲜携手改善北南关系，甚至不惜
采取各种手段激化北南同胞间的对
抗。韩国政府应当抛弃对外部势力
的幻想，清楚认识到美国希望朝鲜
半岛永远分裂下去，其为实现自身
称霸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野心可以
毫不犹豫地牺牲朝鲜民族的利益。

文章还说，北南应当面对面坐
下来，本着民族自主原则，真诚讨
论北南关系改善问题，大胆开启改
善北南关系的出路。北南只要本
着民族自主原则携起手来，就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

朝鲜媒体说

改善北南关系
应坚持民族自主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9日电 伊
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9日会见宗教
团体时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是近段
时间伊朗各地骚乱的幕后推手。

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哈梅内
伊的话报道说：“阴谋是美国人和
犹太人策划的。他们为此忙活了
好几个月，打算从小城市入手，然
后扩展到中心（地区）；资金则来自
某个海湾国家。”哈梅内伊称赞伊
朗人民对骚乱处置十分恰当，识破
了敌对势力的动机。“（这是）一场国
家同敌对势力、伊朗同反伊朗势力、
伊斯兰同反伊斯兰势力的战争。”

哈梅内伊还指出，人民的合理
诉求应当得到重视。

2018年新年之交，伊朗多个城市
接连爆发游行示威活动，示威主要指
向民生问题，同时伊朗多地民众相继
举行游行声援政府，反对暴力。

伊朗最高领袖称

美以煽动伊朗内乱

据新华社洛杉矶1月9日电
（记者高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
巴巴拉县警方9日说，冬季风暴
所引发的泥石流在该县造成的死
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3人。

圣巴巴拉县警察局长比尔·
布朗在当地时间下午4时举行的
发布会上证实，已经有至少13人
在泥石流中遇难。布朗表示，警
方和其他部门正在积极展开救援
行动。随着救援工作的推进，遇
难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据警方消息，至少有25人在
泥石流中受伤，约500名来自当
地以及加州各地的消防员加入了
救援行动。在一些难以通行的地
带，有关方面出动直升机协助撤
离工作。目前，救援人员正全力
协助被困在罗梅罗峡谷地区的约
300名居民撤离。

圣巴巴拉县消防局发言人迈
克·伊莱亚森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目
前尚无法证实有多少人失踪，房屋
损毁情况也正在统计中。加州国民
警卫队也派遣人员加入救援行动。

泥石流还造成当地多条主要
道路被迫临时关闭。圣巴巴拉县
消防局在推特上公布的图片显
示，通过该地区的一条铁路线被

泥石流冲下来的乱石和淤泥阻
断。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傍晚公
布的卫星云图显示，冬季风暴云
团正在离开大洛杉矶地区，降雨

将逐渐停止。
南加州8日遭遇今年第一场

冬季风暴带来的强降雨。降雨9
日凌晨在圣巴巴拉县、文图拉县

等地引发泥石流灾害，多所民房
被冲毁。这一带是上个月南加州
山火的主要灾区之一，植被在大
火中遭到严重破坏。

美国加州发生泥石流致13人死亡

1月9日，在美国圣巴巴拉县蒙特西托，推土机清理道路。新华社发（赵汉荣 摄）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闫子敏）针对近期有不法分
子假冒中国驻外使领馆名义致电
海外同胞，通知有国内案件需要
处理或护照需要延期而进行的诈
骗，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0日提醒
说，中国驻外使领馆不会以电话
方式通知以上事项，更不会通过

电话向任何人索要银行卡或账
户信息，海外同胞如接到类似电
话、邮件等，务必要提高警惕。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据了解，近期有不少海外同
胞遭到假冒中国驻外使领馆名义
进行的电信诈骗。来电人自称使
领馆工作人员，通知有国内案件

需要处理，或者护照需要延期，电
话号码也显示为使领馆电话号
码。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中国外交部高度重
视近来出现的有关电信诈骗案，
已会同多个驻外使领馆多次就
此发布提醒。需要提醒大家的
是，中国驻外使领馆不会以电话

方式通知中国同胞有涉及国内
的案件需要处理，不会电话通知
当事人护照证件过期需要延期
或补办，更不会通过电话向任何
人索要个人银行卡或账户信
息。来电号码显示为驻外使领
馆电话号码，系不法分子采用技
术手段进行的伪装。

电信诈骗分子冒充我驻外使领馆人员
外交部提醒海外同胞提高警惕

据新华社首尔1月10日电（记
者陆睿 耿学鹏）韩国总统文在寅
10日说，解决朝核问题、巩固和平是
他任期内的目标。他还强调朝鲜
半岛不能再次发生战争。

文在寅当天上午在青瓦台迎
宾馆举行的2018年新年记者会上
表示，他不希望半岛立即实现统
一。韩方外交和国防的终极目标
是防止半岛生战，通过构筑半岛和
平让国民生活和平安定。他再次
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是通向和平
的过程和目标，半岛无核化是韩方
的基本立场，决不让步。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文在寅
说，如果在改善南北关系和解决朝
核问题方面有需要，他对包括首脑
会谈在内的任何会晤都持开放态
度。但若要举行首脑会谈，需要具
备会谈的条件，并保证会谈能产生
一定程度的结果。

文在寅谈解决朝核问题：

若条件成熟
可接受首脑会谈

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
日，美国通信运营商电话电报公
司（AT＆T）撤销在美销售华为手
机的合作计划。此前，18名美国
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联邦通信委员
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呼吁调查华
为与AT＆T的合作。

分析人士指出，合作告吹令
中美双方企业蒙受损失，美国日
益强烈的保护主义和商业行为泛
政治化趋势也将损害美国自身利
益。

【新闻事实】
美国多家商业媒体 9 日报

道，AT＆T临时退出与华为合作
协议。按照原计划，华为将通过
AT ＆ T 运 营 商 渠 道 销 售
Mate10Pro 系列手机，并在拉斯
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公布合作细
节。

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
余承东 9 日在电子展上发表演

讲，宣布 Mate10Pro 正式进入美
国市场，回应AT＆T的“逃婚”。

余承东说，作为全球第三大
手机厂商，华为产品无法进入美
国运营商渠道，对双方企业是巨
大损失。“在美国市场，超过90%
的智能手机通过运营商渠道销
售”，消费者将失去多元的选择机
会。

外媒评介，尽管华为仍将通
过其他渠道推广 Mate10Pro，但
不能借助运营商渠道，将极大影
响华为在美国市场的发展。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指出，这起中美商

业合作告吹，是美国保护主义加
剧、营商环境恶化的表现。

媒体报道显示，去年 12月，
美国18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联
邦通信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
要求调查华为与AT＆T合作。

分析人士认为，从技术层面

分析，无论何种品牌的手机，制造
工艺并没有太大差异，零部件都
是全球采购。不管是华为还是三
星品牌手机，皆为全球供应链组
合，也是全球化产物。

近期，美国高通芯片曝出严
重安全漏洞，依然被视为“技术问
题”处理，而华为与AT＆T这一
普通交易被部分美国政界人士视
作“安全风险”，暴露出一些美国
政界人士对华为的强烈猜疑，这
样的反差令人深思。

【第一评论】

华为在美国的遭遇并不让人
意外。实际上，过去一年间，从限
制外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到阻
止外国企业、尤其是中企在美并
购投资，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愈
演愈烈，频频以国家安全为名，行
保护主义之实。

动辄把商业事件和正常交易
贴上政治标签，这种商业行为政

治化的思维只会把双赢变双输，
损害双方企业与美国消费者的利
益，损害美国自身的形象和信誉
以及美国作为投资和商业目的地
的吸引力。

【背景链接】
近一段时间，中企商业行为

在美国面临各种“非正常”阻力的
消息不少。最近，中国数字支付
公司蚂蚁金服对速汇金国际并购
失败，就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
阻碍中企并购的新案例。

2017年 11月，纽约老牌投行
考恩集团以无法取得外国在美投
资委员会（CFIUS）批准为由，取
消中国华信能源 2.75 亿美元投
资。

去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
按CFIUS建议否决中资背景企业
收购美国芯片生产商莱迪思半导
体。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华为合作计划告吹 美保护主义堪忧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9日电
（记者朱东阳 刘晨）美国国防部
防务安全合作局 9 日发表声明
说，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对日本出
售 总 价 值 约 为 1.33 亿 美 元 的

“SM-3 Block 2A”型反导导弹及

相关配套设备。
声明说，此次交易将提高日

本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保护日
本本土和驻日美方人员，从而改
善日本的安全状况。声明称此
次军售将不会改变地区的“基本

军事平衡”。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

国务院官员对媒体表示，此前日
本向美方要求购买 4 枚“SM-3
Block 2A”型导弹。导弹将强化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斗力，还将提

高日本海上自卫队对美国导弹防
御系统的操作能力，加强对美国在
该地区部署设施的保护。

该官员介绍，“SM-3 Block
2A”型导弹可通过“宙斯盾”驱逐舰
或陆基“宙斯盾”系统进行发射。

美国务院批准向日出售“SM-3 Block 2A”型反导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