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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14日说，中方十
分赞赏美方对中兴公司问题所作
积极表态，正在与美方就落实具
体细节保持密切沟通。

在当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上，有记者问：13日，美国总统特

朗普通过社交媒体推特表示，习
近平主席和他正共同努力向大型
中国通信公司——中兴提供迅速
恢复业务的办法。他已指示美商
务部处理此事。中方对此有何回
应？

陆慷说：“我们十分赞赏美方

对中兴公司问题所作积极表态，
正在与美方就落实具体细节保持
密切沟通。对于美方关注的一些
具体问题，中美双方也在保持密
切沟通。”

他说，应美国政府邀请，习
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
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将 于 5 月 15 日 至 19 日 赴 美 访
问。届时，刘副总理将同美国
财政部长姆努钦率领的美方经
济团队继续就两国经贸问题进
行磋商。

中方十分赞赏美方对中兴公司问题的积极表态

习近平主席特使刘鹤今日赴美磋商

据新华社雅加达 5 月 14 日电
印度尼西亚警方14日表示，印尼东
爪哇省首府泗水市警察局总部当天
发生袭击事件，造成 2 名平民和 4
名警察受伤。4名袭击者均在袭击
中身亡。

东爪哇省警察局发言人弗兰斯
对当地媒体说，爆炸发生于当地时
间14日8时50分（北京时间9时50
分），4名袭击者分别驾驶两辆摩托
车进入警察局，并在警察实施检查
时引爆炸弹。4名袭击者均在袭击
中身亡。

泗水和周边地区 13 日发生多
起爆炸事件。当地时间13日7时左
右，泗水市3所教堂先后遭到自杀
式爆炸袭击，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
升到 14 人，另有 40 多人受伤。当
晚，泗水南部的诗都阿佐县一廉租
公寓发生爆炸事件，造成3人死亡、
多人受伤。

印尼国家警察总局总警长蒂托
14 日在泗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泗水教堂和
诗都阿佐县爆炸事件分别为两个家
庭成员所为，他们相互认识，均受到

“伊斯兰国”极端思想的影响。

印尼又发生爆炸
这次是警局遭袭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14日说，中方高度关注
12日在缅北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
中方已向缅甸有关方面提出严重交
涉，要求冲突各方立即停火，采取一
切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尽快恢复中
缅边境安宁，杜绝破坏中缅边境地
区和平稳定的事件再次发生。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12日，缅北民地武在北部掸
邦靠近中缅边境地区同政府军方面
发生冲突，造成一些伤亡。据中国
驻缅大使馆消息，冲突导致缅方人
员伤亡和边民逃往中国境内，并有
流弹落入中国境内，中方已向缅甸
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你能否进
一步介绍情况及中方立场？

陆慷说，中方高度关注12日在缅
北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截至目前，
此次冲突已造成2名中方在缅人员死
亡，并有3枚火箭弹和一些流弹落入
中方境内。另有300余名缅甸边民
进入中方境内避战，中方本着人道主
义精神对入境人员给予了安置。

他说，近来，缅北地区军事摩擦
持续且有所升级，特别是此次武装
冲突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破坏中缅
边境稳定。这同缅甸各方推动举行
第三次21世纪彬龙会议，寻求民族
和解与和平的努力背道而驰，也同
有关各方就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
宁的共识背道而驰。中方已向缅甸
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冲突
各方立即停火，采取一切措施防止
事态扩大，尽快恢复中缅边境安宁，
杜绝破坏中缅边境地区和平稳定的
事件再次发生。

陆慷说，通过对话协商，以全面
包容性政策推动和平进程，是缅甸
各方应当遵循的原则，也是实现和
解与和平的唯一现实可行途径。“我
们敦促缅甸有关各方都能按照上述
原则，通过对话相向而行，妥处分
歧，增进互信，为推动和平进程作出
应有努力。”

敦促冲突各方立即停火

中方要求尽快恢复
中缅边境安宁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以色列
建国70周年之际，当地时间5月 14日
下午，设在耶路撒冷的美国驻以色列新
使馆举行开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女
儿伊万卡、女婿库什纳参加。

特朗普派女儿参加，安保
如临大敌

开馆仪式于当地时间5月 14日下
午 4 点（北京时间 14 日晚上 9 点）举
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新馆开幕
仪式的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副国务卿沙
利文、财政部长姆努钦、特朗普的女儿
伊万卡、女婿库什纳等。

特朗普本人并不会出席开馆仪式，
但将以视频方式致辞。

在5月13日晚举行的招待会上，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感谢特朗普的迁
馆决定，还呼吁其他国家“跟随”美国将
其驻以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

不过，据报道，以色列外交部向86
个驻以外交使团发“请帖”，确认出席开
馆仪式的只有 33个。欧盟 28个成员
国中，仅有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和奥
地利4国派代表出席。

确认出席仪式的危地马拉、巴拉圭
驻以外交使团先前还决定，本月晚些时
候效仿美国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
耶路撒冷。

一周前，耶路撒冷市政府已将首批
使馆路标竖立在耶路撒冷南部的阿尔
诺纳区。

为了确保安全，以色列警方在耶路
撒冷部署了数千名警察，尤其是在美国
使馆附近更是重兵把守，形成“人墙”。
以军方在以色列-加沙边界也部署大量
兵力。

美以一拍即合，焦点都在
伊朗

分析人士认为，对特朗普而言，迁馆
既有外交方面的需求，也有选举政治的
考虑。但这一决定将让巴以问题更加难
解，同时进一步激化中东地区的矛盾。

美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
特朗普本人没“到场”，但他以发表视频讲话的方式致辞

此次美国迁
馆，是将美国驻
耶路撒冷总领事
馆直接“升格”为
驻 以 色 列 大 使
馆，而特拉维夫
的原大使馆则暂
时作为美驻以使
馆的分设机构。

在 耶 路 撒
冷，美国共有三
处领事馆建筑，5
月14日的开馆仪
式安排在南部的
馆舍进行。这里
是今后美驻以色
列大使的驻地。

（资料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副教授刁大明说，过去美
国政府认为巴以矛盾是中东
地区的核心矛盾，但特朗普政
府放弃了这一定位，并将影响
力扩大的伊朗作为目前中东
地区的最主要威胁。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
国问题学者孙成昊指出，特朗
普政府以现实主义为外交取
向，以美国利益为最高追求，
其中东战略焦点是遏制伊朗

坐大，因此有必要与以色列、
沙特等盟友加强团结。此番
迁馆决定，可谓美国和以色列
一拍即合、相互需要。

孙成昊认为，迁馆一旦
完成，很难“逆转”，将改变美
国长期在巴以和谈中较为中
立的“斡旋人”形象和作用，
实质上美国已经撕下最后一
层面纱，坚定地站在了以色
列一边，这对解决巴以问题
没有好处。

刁大明说，“耶路撒冷决
定”可能激化巴勒斯坦内部矛
盾，甚至分裂阿拉伯世界，增
加中东的反美情绪，完全可能
为以色列甚至美国的国家安
全带来新的不可预期的隐患。

孙成昊还说，此番迁馆，
也是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的
又一表现，向支持者证明自己
言出必行，以期为即将到来的
中期选举，乃至 2020 年总统
大选给自己加分。

开 馆 仪 式
由美国驻以色
列 大 使 戴 维·
弗 里 德 曼 主
持 ，美 国 代 表
团由副国务卿
约翰·沙利文率
领，成员还包括
财政部长姆努
钦、美国总统特
朗普的大女儿
伊万卡（左二）、
女婿库什纳（左
一）等人。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