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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警告或取消朝美领导人会晤
朝中社16日凌晨报道，鉴于
韩国与美国近日开展针对朝鲜的
大规模联合军演等挑衅与对抗行
为，朝鲜不得不中止原定当天举
行的北南高级别会谈。
同一天，朝鲜外务省第一副
相金桂冠警告，如果美国坚持“利
比亚弃核模式”，强迫朝鲜单方面
弃核，朝方或将重新考虑是否参
加朝美领导人会晤。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新进展
透露出朝美双方在无核化问题上
的巨大分歧。鉴于近期朝美向和
解、合作方向迈进的背景，双方应
拿出对等行动，全力推动和平解
决半岛核问题的对话谈判。

朝美领导人会晤
朝方或将重新考虑

朝中社的报道说，韩美从11
日开始在韩国全境开展大规模联
合空中作战演习。此次演习是对
《板门店宣言》的“挑战”，是与朝鲜
半岛形势背道而驰的“军事挑衅”。
报道说，在韩国采取盲目的
侵朝战争演习和对抗做法的险恶

形势下，朝鲜不得不中止原本预
计于 16日举行的北南高级别会
谈。刚迈出第一步的北南关系面
临困难和障碍，责任完全在于韩
国政府。美国也应对提上日程的
朝美首脑会晤的命运三思。朝鲜
将密切关注美韩今后的态度。
数小时后的16日上午，朝鲜
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发表谈话
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此前提出以“先弃核、后补
偿”为原则的“利比亚弃核模式”
等主张，不是有意通过对话解决
问题，而是企图在朝鲜身上重演
把国家完全交给大国而崩溃的利
比亚或伊拉克的命运。
他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想强
迫朝鲜单方面弃核，朝方或将重新
考虑是否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
针对朝方表态，韩国政府表
示遗憾，称朝鲜单方面推迟会谈
违背了《板门店宣言》基本精神，
呼吁双方继续对话。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
说，美国将继续为美朝领导人即
将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作准备。

无核化问题
朝美差距大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新进展
显示出朝美双方在无核化问题上
的巨大差距。朝鲜主张半岛无核
化采取“阶段性、同步”措施。美
国坚称，除非朝鲜“完全、可验证、
不可逆”弃核，不会停止“极限施
压”、放松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指
出，在无核化问题上，如果美朝双
方不缩小差距，即使召开朝美领
导人会晤，还是可能出现以前那
种对峙的紧张局面。要缩小差
距，朝方要持续、实质性无核化；
美方则不能只寄托于施压，而要
考虑朝鲜的关切，特别是安全关
切，双方要互相做出让步。
他认为，若不能缩小弃核方
案的差距，不仅会影响双方实现
各自目的，还可能让整个半岛失
去来之不易的缓和局面、包括无
核化的机会，甚至回到人们不愿
意看到的、紧张的、各方利益共损

的局面。
此外，分析人士也认为，在朝
鲜半岛局势向和解、合作方向发
展的背景下，美韩大规模搞针对
朝鲜的联合军演，是不合时宜
的。朝美双方应迅速解决分歧，
避免半岛外交局势恶化。

中方提议
低门槛、同步走、小步走

半岛问题非常复杂，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尽管隧道的尽头
已经显露曙光，但前行的道路不
可能一帆风顺。
朝美双方近期好不容易累积
了信任，现在应该拿出对等行动，
同步营造对话解决问题的和平氛
围，对于复谈进程中的各种问题
和干扰需妥善应对和化解，避免
做可能影响和干扰半岛局势缓和
的事情。
此外，各方也不应为重启对
话预设一些对方难以接受的前
提，特别是不要把未来在对话过
程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重启
对话的先决条件。近期，中方提

环球点击

澳启动全球最大
金属 3D 打印机

澳大利亚一家增材制造
企业 Titomic公司 16日说，该
公司生产的目前全球规模最
大、速度最快的金属3D打印机
当天在墨尔本正式启动。
3D打印技术也称为增材
制造，是一种以计算机三维模
型为蓝本、像喷墨打印机一样
精确地逐层喷涂材料来加工
零部件的技术。增材制造使
原来因技术限制而难以加工
的复杂构件成为可能。
据这家企业的公报，这台
金属3D打印机长9米、宽3米、
高1.5米，无需熔炼工艺便可将
不同的金属材料熔合，能够制
造机翼、潜艇外壳等大型复杂
部件。
据介绍，这台3D打印机使
用的专利增材制造技术由澳
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
组织等机构研发。
Titomic公司首席执行官
兼首席技术官杰夫 朗对媒体
表示，未来这家企业还将挑战
航空、空间、国防、水下、运输
等设施及消费品制造。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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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统一部此前表示，本月8
日韩方首先向朝方提议14日举行
南北高级别会谈，朝方同意举行
会谈，并提议将会谈日期定在16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说，将
于6月12日在新加坡同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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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进行经济补偿，允许美国私人
资本投资朝鲜基础设施建设。
同一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博尔顿表示，应采取以
“先弃核、后补偿”为原则的“利比
亚弃核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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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
巴勒斯坦
“灾难日”
巴多地再现冲突

中国公民赴阿塞拜疆
可自助办理签证

巴库消息：据阿塞拜疆外
交部消息，从5月15日起，持普
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入境阿塞
拜疆可以在阿机场签证服务
终端机上自助办理签证。
阿外交部网站 15日发布
消息说，自即日起包括中国、
日本、印尼、伊朗等在内的 15
个国家的公民可以在入境阿
塞拜疆后，在其境内的国际机
场签证服务终端机上自助申
请和办理阿塞拜疆签证。签
证服务终端机装有护照识别
和阅读器，接受在线和现金支
付，支持包括英语、俄语在内
的7种语言。
据悉，中国公民在机场终
端机上办理签证的费用为 26
美元（约合166元人民币），签
证有效期为30天。
根据阿塞拜疆外交部的
规定，自2016年2月1日起，中
国公民持普通护照赴阿塞拜
疆可在巴库国际机场服务窗
口直接申请和办理落地签。
（新华）

出可以通过“低门槛、同步走、小
步走”的方式，来推动双边和多边
沟通和对话，不失为一项兼具建
设性和灵活性的方案。

5月15日，在加沙城以东的
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人
们转移一名在冲突中受伤的巴勒
斯坦示威者。
当日，在巴勒斯坦第70个“灾
难日”到来之际，巴勒斯坦民众在
多地举行抗议活动并与以色列军
警发生冲突，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
军士兵打死，约160人受伤。
美国 14日将驻以色列大使
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当
天，巴勒斯坦多个城市爆发抗议
示威，抗议者与以军发生冲突，造
成至少 6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3100多人受伤。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
布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
爆发，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
民。此后，巴勒斯坦将5月15日
命名为“灾难日”。 （新华）

世卫组织发布全球首份疾病基本诊断清单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15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15日发布全球首份
用于指导诊断常见疾病和若干优
先处理疾病的基本诊断清单，希望
能帮助提高诊断准确率并改善治
疗结果。
这份清单主要针对包括血液和
尿液等人体标本测试在内的体外测
试。它包含113种产品，其中58种
用于检测和诊断各种常见病症，为
病人筛查和管理奠定了基础；另外
55种主要用于检测、诊断和监测艾

滋病、结核病、疟疾、乙型和丙型肝
炎、人乳头瘤病毒，以及梅毒等被世
卫组织列为优先处理的疾病。
对于每个类别的测试，基本诊
断清单都规定了测试类型和预期
用途，以及是否适用于初级卫生保
健机构或具有化验室的大型医疗
设施。与已使用40年的世卫组织
基本药物清单类似，基本诊断清单
旨在供各国制定或更新其诊断清
单时参考。
世卫组织说，清单中一些测试

特别适用于那些化验室资源有限、
甚至根本没有化验室的初级卫生保
健机构，比如能够快速诊断儿童急
性疟疾的测试，以及用于检测糖尿
病的血糖仪等。这些检测不依赖电
力，操作人员也无需经过培训。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玛丽安杰
拉 西芒说，这份试验清单不仅为所
有国家提供了一种实用工具，以便
更好地检测和治疗，同时也有助于
将卫生经费更有效地用于那些真正
需要的测试。这份清单还向所有国

家和相关产品供应商发出明确信
号，表明列表中的测试必须达到高
质量、安全且经济实惠的标准。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全球仍有
许多人无法获得诊断疾病所需的
检测服务，同时还存在许多误诊案
例。例如，估计全球2型糖尿病患
者中有46％未被诊断，这可能导致
严重的并发症和更高的医疗成本；
此外，晚期诊断导致艾滋病和结核
病等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和治疗难
度增加。

石狮市农办 2018 年 2-4 月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情况

为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两检合一”
“检打联动”机制，严厉打击农产品生产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根据《石狮市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关于下达2018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任务的通知》（石食安办〔2018〕4号）及《石狮市2018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
监测方案》（狮农〔2018〕25号）要求，现就农产品质量安全委托第三方监督抽检结果公布如下：
乡镇 行政村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
样品名称 委托检测机构
检测项目
检测时间 检测报告编号 检测结果 结论
永宁镇
鸿山镇
蚶江镇
宝盖镇

子英村
石狮市协力兴种植专业合作社
沙堤村 福建省石狮市正源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东园村 福建万旺泰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莲塘村 石狮市绿清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前园村
蔡型塔豆芽作坊
山雅村
郑锋有豆芽生产作坊
塘头村
黄友建草莓种植户

蚶江镇 莲中村

石狮市海狮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蚶江村
祥芝镇 赤湖村

王景龙豆芽生产作坊
许天保种植户
洪将达种植户

胡萝卜 福建省农产
No.（2018）ZN1(0163)
胡萝卜 品质量安全
甲胺磷、乙酰甲胺磷等2
12018-2-5No.（2018）ZN1(0164)
项农药
胡萝卜 检验检测中
No.（2018）ZN1(0165)
胡萝卜 心（漳州）分
No.（2018）ZN1(0166)
中心
豆芽
No.613000201800081N
6-苄基腺嘌呤、赤霉素
豆芽
No.613000201800082N
草莓
氧乐果、甲胺磷等13项农药
No.613000201800083N
番茄
No.613000201800084N
泉州出入境
茼蒿（皇帝菜） 检验检疫局
No.613000201800085N
落葵（木耳菜） 综合技术服 氧乐果、毒死蜱等15项农药 2018-4-27 No.613000201800086N
叶用莴苣（生菜） 务中心
No.613000201800087N
普通白菜（上海青）
No.613000201800088N
豆芽
6-苄基腺嘌呤、赤霉素
No.613000201800089N
胡萝卜
No.613000201800090N
氧乐果、毒死蜱等15项农药
胡萝卜
No.613000201800091N

兹有“石狮市步锦贸易有限公
司”于2018年5月15日变更为“泉
州市红遍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现将刻有“石狮市步锦贸易有限公
司”的公章作废。
特此声明
泉州市红遍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7日

监督服务热线：石狮市农办88712996；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88698521

兹有“泉州华祥建材有限
公司”因公章变形缺损，本公司
现将刻有“泉州华祥建材有限
公司”的旧公章作废。
特此声明
泉州华祥建材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7日

合市场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石狮市 限公司石狮凤里东阳分店不慎遗
工商行政管理局2015年2月28日 失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 电 子 营 业 执 照 》卡 号 ：
350581100058238，特此声明作废。 10015100342005，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塘后农副产品综合市
晋江市康汇药业贸易有限公
场有限公司
司石狮凤里东阳分店
2018年5月17日
2018年5月17日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塘后农副产品综

遗失声明
兹有晋江市康汇药业贸易有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文科贸易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7年02月27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5058107323422X2，特此声
明作废。
石狮市文科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7日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吉恒纺织贸易商

行不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2011年2月15日核发的《营业
执 照 》 副 本 ，注 册 号 ：
350581600178933，特 此 声 明 作
废。
石狮市吉恒纺织贸易商行
2018年5月17日

美国宣布制裁伊朗央行行长
列入全球恐怖分子名单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5日电 美国财政部15

日宣布对伊朗央行行长赛义夫实施制裁，称美国
不会允许伊朗“日益滥用国际金融体系的行为”。
美财政部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说，除赛义夫
外，被制裁者还包括赛义夫的一名下属、设在伊
拉克的比拉德伊斯兰银行及其行长，以及一名黎
巴嫩真主党主要成员。这4名个人和1家实体还
被美国列入全球恐怖分子名单。
声明称，被制裁者涉嫌通过这家设在伊拉克
的银行，代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向黎
巴嫩真主党秘密输送了数百万美元，资助后者暴
力和极端行动计划。声明强调，此次行动和本月
10日美国制裁9个伊朗实体和个人的行动一样，
旨在扼制伊朗“滥用”美国和地区金融体系的能
力，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退出伊核协议时对伊
朗重启相关制裁的决定。

世贸组织裁定欧盟
仍对空客违规补贴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15日电 世界贸易组织

15日发布上诉机构报告，裁定欧盟及其4个成员国
未完全执行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之前作出的相
关裁决，仍存在对空客公司进行违规补贴的行为。
报告指出，欧盟违反之前裁决结果，继续对
空客A380、A350等进行补贴，对主要竞争对手美
国波音公司的同类机型销售造成巨大损失。同
时，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英国在内的欧盟国
家为A350XWB的研发资金提供低于市场标准的
利率优惠政策，也构成补贴行为。
针对裁决结果，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
欧盟航空补贴使得美国航空业损失数百亿美元，
如果欧盟不采取行动停止违规和损害美国利益的
行为，美国将不得不针对欧盟产品采取反制措施。

以色列驱逐
土耳其驻耶路撒冷总领事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5月15日电 以色列政府

15日下令驱逐土耳其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当天
早些时候，土耳其驱逐了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
据悉，土耳其外交部15日就加沙地带的暴力
冲突事件召见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并提出抗议，
要求后者离开土耳其“一段时间”。随后，以色列
外交部召见土耳其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并要求其
离开以色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日发表声明说，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最大的支持者之一。
埃尔多安14日就加沙地带近日的暴力冲突
事件“抨击”以色列是一个“恐怖国家”。同日，土
耳其召回其驻以色列大使进行磋商。

印尼廖内省警察局总部
遭武装袭击

5月16日，在位于印度尼西亚北干巴鲁的廖
内省警察局总部，警方人员在袭击现场警戒。
印度尼西亚警方16日说，印尼廖内省警察局
总部当天遭遇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造
成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 （新华）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5月24日（星期四）15:00，在石狮
市东港路行政服务中心二楼举行公开拍卖会。拍卖标的
物：拆解违法涉渔“三无”船舶壹艘。
有意竞买者，须提供具有渔业船舶修造企业法人资格
（石狮市范围内）的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及
具备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核准认定拆解资质的拆解企业
并加盖企业公章。请于2018年5月24日11:00前到狮城拍
卖行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有关竞买手续，并缴纳竞买保证金
人民币伍仟元整（以汇款到账登记报名为准）。
看样时间：2018年5月22日—5月23日
联系地址：石狮市九二路539号（新狮宾馆）二楼
联系电话：88768126、88768125
泉州市狮城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5月17日

工程招标公告
蚶江镇莲塘村前埔老年活动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工

程（造价187.7452万元）进行公开招标。投标单位须具备
有效的不低于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和《施工企
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施工企业。
报名时间：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5月22日
地 址: 福建瑞晟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泉
州市丰泽区丰泽街盛世天骄3B1楼）
联系电话：0595-28000129。
招标人：石狮市蚶江镇莲塘村民委员会
2018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