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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8 日表
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势不
可挡，中方真诚希望有关非洲国家
认清世界大势，早日加入中非友好
合作大家庭。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已于 17 日起对斯威士兰进行“访
问”，以纪念所谓台斯“建交”50年。
报道称此行是蔡就职后首次访非。
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评论？

华春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不仅被
联合国决议所确认，也是世界上绝
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共识。

“当前，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9月召
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必将掀起
中非合作新高潮。冈比亚、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重返中非友好合作大家庭，充
分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势
不可挡。我们真诚希望有关非洲国家
认清世界大势，早日加入中非友好合
作大家庭。”华春莹说。 （新华社）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客机
17 日因“引擎故障”在美国费城国
际机场迫降。事故造成一名乘客死
亡、多人受伤。

根据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发表
的声明，这架从纽约飞往达拉斯的
波音737客机上共有143名乘客和
5名机组人员。飞机降落后，乘客借

助充气滑梯撤离机舱。电视台播放
的现场画面显示，客机左侧引擎严
重损毁，周围停着消防车等应急救
援车辆，客机引擎和机场跑道上均
有灭火泡沫。客机迫降时，机上一名
乘客在社交媒体发帖说，飞机引擎
在空中“爆炸”，致使一个机窗碎裂，
旁边一名女性乘客受伤。（新华社）

美国商务部 17 日公布初裁结
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
板存在补贴行为。

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初步裁定中国出口美国的通用铝合
金板接受了31.2%至113.3%不等的
补贴。此前，美国商务部去年11月对
从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板主动发
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

根据美方程序，美国商务部将
于6月15日前后对中国通用铝合金
板的倾销幅度作出初裁，随后美国
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分别于
8月和10月对上述调查作出终裁。
如果两家机构均认定从中国进口的
此类产品给美国相关产业造成实质
性损害或威胁，美国商务部将要求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相关产品征收
“双反”关税。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
美国从中国进口这类产品金额约为
6亿美元。

中国商务部此前表示，美方非基
于国内产业申请，而由政府机关自主
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做法在国际贸
易历史上是罕见的。中方对美方此举
表现出的贸易保护倾向表示强烈不
满。中美两国铝业是互补的，中美之
间的铝产品贸易是双向的，人为阻碍
双边铝产品贸易的正常秩序，将损害
中美双方的利益。

又讯 美国商务部17日宣布对从
中国进口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反倾销
和反补贴（“双反”）调查。 （新华社）

凌晨，辽宁舰甲板一派忙碌景
象，歼-15舰载战斗机和多型舰载
直升机布满甲板。随着起飞助理陈
小勇的“放飞”示意，多批多架
歼-15 舰载战斗机伴着发动机尖
厉的呼啸声依次腾空而起，直冲云
霄，与海军岸基航空兵展开“背靠
背”的自由空战训练。

辽宁舰歼-15 舰载战斗机和
直升机轮番起飞、降落、加油、再次
起飞，甲板上各岗位官兵紧张高效
地保障舰载机的出动率。各属舰不
断变换与保持防空、防潜、综合防
御队形，高效担负各自任务，探索
了航母编队远海作战体系构建和
组织指挥方法。

据现场指导训练的海军副司
令员丁毅介绍，在此次海上训练
中，航母编队按实战状态展开，突
出舰载战斗机空中对抗训练，突出
编队战术专攻精练，加强作战平台
对抗、火力对抗和信息对抗，不断
强化实战化训练。

（新华社） 近日，针对“抖音”短视频平台
涉嫌发布售假视频的舆情报道，北
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及时对该平台
经营主体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约谈。约谈会上，企业负责人
反馈了调查情况，表示针对平台涉
嫌违规内容已采取删除、封禁措施。
截至目前，共查删视频805个，封禁
账号677个，添加违禁关键词67组。

针对本次舆情问题，海淀工商
分局向企业发布行政提示书，并提
出几点建议：一是高度重视本次舆
情问题，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履行网
络服务提供者义务，及时反馈调查

处理情况。二是完善维权机制，有效
控制事态，高效处理关于平台的投
诉、举报问题，切实保障民众利益。
三是加强技术监测与人工审核力
度，通过系统技术筛查违法视频、广
告文本，即时阻断违规直播，同时结
合人工审核，对违法视频迅速做筛
查下线处理。四是健全内部管理制
度，完善对“抖音”平台注册用户的
身份认证、分级管理及跟进整治的
管理流程，从源头避免为售假内容
提供传播基础，并立足企业长远发
展，完善制度建设。

（人民日报客户端）

北京工商约谈“抖音”要求即时阻断违规直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证实，美国
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上周曾前往
朝鲜，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说，蓬佩奥和金正恩的会面“非常顺
利”，双方建立了良好关系。他还说，
自己和金正恩的会晤细节目前正在
制定中，“无核化对世界和朝鲜都将
是一件好事”。

有媒体曾报道说蓬佩奥日前以特

朗普特使身份秘密访问朝鲜，美国白
宫发言人桑德斯17日表示不予置评。

特朗普17日在佛罗里达州海湖
庄园同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
谈后对媒体说，美国和朝鲜已开始
举行“极其高级别的”直接对话。他
期待见到金正恩，双方彼此“尊重”
且怀有“善意”。他还指出，美方正考
虑美朝领导人会晤的5个备选地点，
但其中不包括美国。 （新华社）

公安部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发布会上通报，经
国务院批准，自2018年5月1日起，在
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
政策，免签入境停留时间为30天，进
一步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国家移民管理局副局长曲云海
介绍，与过去相比，此次实施的入境
免签政策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扩
大免签国家范围，适用入境免签政
策的国家由26国放宽到59国，有利
于鼓励更多的外国人赴海南旅游，
形成更加开放的格局；二是延长免
签停留时间，免签入境后停留时间
从 15 天或 21 天统一延长至 30 天，
促进入境旅游市场更加活跃发展；
三是放宽免签人数限制，在保留旅
行社邀请接待模式的前提下，将团
队免签放宽为个人免签，满足外国
游客个人出行的需要。

据了解，为积极支持海南省经

济建设发展，公安部此前就出台了
一系列出入境便利政策。经国务院
批准，从2000年即同意海南实施21
国人员团队入境旅游 15 天免签政
策，并于 2010 年进行了优化，将免
签入境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26个。

政策适用国家包含：俄罗斯、英
国、法国、德国、挪威、乌克兰、意大
利、奥地利、芬兰、荷兰、丹麦、瑞士、
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捷克、爱沙尼
亚、希腊、匈牙利、冰岛、拉脱维亚、
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波兰、葡萄
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尔兰、
塞浦路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
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马其
顿、阿尔巴尼亚、美国、加拿大、巴
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澳大利
亚、新西兰、韩国、日本、新加坡、马
来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文莱、阿联酋、卡塔尔、
摩纳哥、白俄罗斯。 （新华社）

外交部：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下月起 这59国人员到海南入境旅游免签证

美国商务部初裁中国输美通用铝合金板存在补贴

美国客机引擎空中“爆炸”一乘客死亡

特朗普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上周赴朝鲜会见金正恩

辽宁舰在南海演练对海陆空作战
歼-15舰载战斗机布满甲板

连日来，海军辽宁舰
航母编队在南海海域持续
展开侦察预警体系构建、
电子对抗、对空作战、对海
作战、对陆打击和反潜作
战等课目训练，以高强度
和高难度的实兵对抗训练
进一步检验和提升编队体
系作战能力，以大抓实战
化军事训练的实际行动贯
彻落实习主席“努力把人
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海军”的殷切嘱托。

4月 12 日参加中央
军委在南海海域举行的海
上阅兵后，辽宁舰编队迅
即从阅兵场奔赴训练场。
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对抗
一路。航母编队重点围绕
作战体系构建与运用、突
破潜艇伏击区、远海制海
制空作战、编队指挥所训
练等多项内容展开训练。

歼—15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进行训练（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辽宁舰飞行甲板官兵紧张有序保障舰
载机飞行（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芭芭拉·布什去世
她与总统

芭芭拉的祖上出过总
统，丈夫是总统，儿子也是总
统，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与
总统最有渊源的女性。

她与中国
老布什出任美国驻中

国联络处主任期间，芭芭
拉经常和他一起骑着自行
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
巷，了解中国社会和民情，
老布什还被称为“骑自行
车的大使”。芭芭拉回国后
经常就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发表演讲。

美国历史上唯一见证丈夫和儿子美国历史上唯一见证丈夫和儿子
均出任总统的女性均出任总统的女性

芭芭拉早在 1989 年就被诊断患
有某种甲状腺疾病。2008 年，她先后
接受过腹腔镜手术和心脏手术。她的
家人说，芭芭拉去世前一年曾多次入
院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充血性心力
衰竭。本月 15 日，健康每况愈下的芭
芭拉决定放弃医治，仅接受舒适护理。

根据老布什家庭发言人的声明，
老布什 17 日全天都陪在芭芭拉的身
边并一直握住她的手，直至爱人离世。
在近期出版的一本杂志上，芭芭拉这
样写道：“我老了，但我仍然爱着那个
男人，正如我72年前嫁给他一样。”

芭芭拉·布什父姓皮尔斯，1925
年出生于纽约市曼哈顿区，祖上是
早期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与美
国第 14 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有
血亲关系。

16岁时，她在舞会上遇见了17岁
的老布什，二人一见钟情，在一年半之
后宣布订婚。

老布什随后奔赴二战战场。身为
海军轰炸机飞行员，他把自己的三架
飞机依次命名为“芭芭拉1号”“芭芭
拉2号”和“芭芭拉3号”。1945年1月，
二人利用老布什回国休假的时间举行
了婚礼，自此相伴70余载。

老布什在战后进入耶鲁大学学
习，毕业后偕妻幼辗转多地后定居得
克萨斯州，他在那里进军石油产业，芭
芭拉则在他身后支持他。

老布什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
任期间，芭芭拉经常和他一起骑着自
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了解中
国社会和民情，老布什还被称为“骑自
行车的大使”。芭芭拉回国后经常就自
己在中国的经历发表演讲。

里根在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后，
作为竞选搭档的老布什成为副总统，
芭芭拉则以“第二夫人”的身份成为全
美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三儿子尼尔被诊断为阅读困难
症后，芭芭拉开始投身扫盲事业。1984
年，她以爱犬的视角写了一本有关布
什家庭的儿童读物，并把卖书收益全
部捐给慈善机构。

芭芭拉言谈风趣幽默、直言不讳，还时常自嘲，接
地气的形象颇受大众青睐。1988年，在提名老布什为
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大会上，芭芭拉登台演说，成为
第二位在这一场合为配偶站台的女性。

在竞选活动中，她强调自己关注教会、园艺和家
庭，而非流行时尚。不爱名牌的芭芭拉曾经意外成为
时尚代言人，在老布什出任美国第41任总统的就职
典礼上，她佩戴了一串仿珍珠项链出席，一度引领全
美时尚潮流，这串项链也成了芭芭拉的标志物。她后
来承认，佩戴项链是为了遮盖脖子上的皱纹——朴
实、坦诚的态度再次为她“圈粉”无数。

老布什上任后，芭芭拉把“家庭扫盲”作为主要事
业，以提高美国人的读写能力。她发起了芭芭拉·布什
家庭扫盲基金会，现身著名电视谈话节目奥普拉·温
弗里秀谈美国成人的阅读困境，还定期献声一档全国
广播节目强调家长为孩子读书的重要性。

此外，她积极投身白宫历史学会，把白宫保护基
金更名为白宫捐助信托基金，并为之筹款2500 万美
元用于白宫的修葺。

芭芭拉几乎不在争议问题上公开表示立场。在
1992年老布什寻求连任的竞选活动中，她曾表示堕胎
和同性恋爱属于个人事务，不应是政党平台和大会的
议题。有美国媒体认为，芭芭拉更专注于家庭，而且小
心翼翼“躲避争议”，这是她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夫人芭芭拉·布什17日去世，享年92岁。现任总统特朗普在闻讯后下令联邦
政府和军事设施降半旗以示哀悼。

芭芭拉的祖上出过总统，丈夫是总统，儿子也是总统，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与总统最有渊源的女
性。她精神独立，性格坚韧、朴实，热衷公益，不仅是接地气的美国“第一夫人”，也是孩子们的后盾。

曾骑车穿梭在
北京的大街小巷

她与老布什 /

言谈风趣幽默，还时常自嘲

接地气的“第一夫人”/

老布什卸任后，他和芭芭拉返回得州休斯敦。离
开白宫的芭芭拉继续投身公益事业，但同时也在孩子
们的政治生涯中扮演重要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芭芭拉曾劝说长子小布什不要竞
选得州州长，因为她确信小布什无法击败在任州长、
女性政治先锋安·理查兹。不过在胜选并就任州长后，
小布什致信二老说，如果不是他们，自己是当不了州
长的。小布什还曾在自传《抉择时刻》中写道，自己直
率的性情正是源自母亲。

后来，芭芭拉为小布什的总统竞选活动助选，虽
然对长子的胜算表示忧虑，但只要有人当她的面批评
小布什，她一定会回击。与老布什不同的是，她拒绝观
看小布什的所有辩论。

在小布什就任美国第43任总统后，芭芭拉成为
美国历史上唯一见证丈夫和儿子均出任总统的女性。

当二儿子杰布·布什表达竞选总统的意向后，芭
芭拉一开始也表示反对，她认为美国已经有太多“布
什总统”了，应该让位其他家族。不过，她后来改变立
场开始为杰布助选，并公开表示看不上杰布当时的共
和党内部竞争对手特朗普，招致后者批评。

（新华社、新华国际）

1

2

3长子小布什不要竞选得州州长

她曾劝说 /
4月17日，美国费城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检查迫降客机的故障引擎

芭芭拉·布什与孙女在一起的资料照片

这是2007年4月8日，（从左至右）老布什、芭芭
拉·布什、小布什在美国胡德堡的资料照片

芭芭拉·布什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