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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
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带领中方团队与美
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带领的美方团队
在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在两国
元首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指引
下，讨论了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
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
实施机制以及中方关切问题。双方牵
头人重点就其中的贸易平衡、技术转
让、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机制等共同关
心的议题以及中方关切问题进行了坦
诚、具体、建设性的讨论，取得重要阶
段性进展。双方还明确了下一步磋商
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双方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

技术转让问题，同意进一步加强合
作。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符合中
国改革开放大方向，中方将积极回应
美方关切。

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推动
中美贸易平衡化发展。中方将有力度
地扩大自美农产品、能源产品、工业制
成品、服务产品进口，满足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双方就中方具体关切进行了交
流，美方将认真回应中方关切。

双方一致认为，建立有效的双向
实施机制十分重要，有助于确保协商
一致的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双方已就
实施机制的框架和基本要点达成了原
则共识，将继续细化。 （新华社）

当地时间1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来美进
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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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鹤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致特
朗普总统的口信。习近平在口信中指
出，“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重要关
键阶段。上个月，我同总统先生在阿
根廷成功会晤，一致同意共同推进以
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根据我们达成的共识，两国经济团队
近来开展了密集磋商，取得积极进
展。希望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
赢的态度，继续相向而行、加紧磋商，
争取尽早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
向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
号，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促进全
球经济稳定增长。我愿继续同总统先
生以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在中国
春节到来之际，我和我夫人彭丽媛教
授向总统先生、梅拉尼娅女士和家人
致以新春问候。”

刘鹤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双方
经贸团队一直在抓紧落实两国元首
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本轮磋
商期间，双方围绕贸易平衡、技术转

让、知识产权保护、双向实施机制等
共同关心的议题以及中方关切问题
进行了坦诚、具体和建设性的交流，
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为下一阶
段磋商奠定了基础。双方将继续保持
密切沟通，争取在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的基础上，尽快达成符合两国和两
国人民利益的经贸协议。

特朗普感谢习近平主席口信，请
刘鹤转达他和夫人梅拉尼娅女士对习
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的亲切问候，
并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的祝福。特朗
普表示，我十分珍视与习近平主席的
良好关系，在我们共同引领下，美中关
系坚强有力，不断向前发展。本轮美中
经贸磋商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希望双
方尽早达成一个伟大的协议，这对我
们两个国家和世界都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姆努钦财
长2月中旬将率领美方经贸团队赴华
同中方继续进行磋商。我期待与习近
平主席早日会晤，共同见证美中就经
贸问题达成协议的历史性时刻。

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
奥、财政部长姆努钦、贸易代表莱特
希泽等美方高级官员参加了会见。

（新华社）

1月30日至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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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带领中方团队与美国贸易代
表莱特希泽带领的美方团队在
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双方进行
了坦诚、具体、建设性的讨论，取
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并明确了下
一步磋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
一进展是中美经贸团队认真落
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结果，表
明中美双方朝着达成协议的方
向又前进了一步。

当前中美经贸磋商处在一个
重要关键阶段。中美两国元首阿根
廷会晤两个月来，从元首互通电话
到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再到本轮
高级别磋商，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
中美双方“谈”的意愿在上升，互信
与共识在增多，让外界对双方最终
通过平等磋商解决经贸摩擦问题
多了审慎乐观。

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
贸摩擦升级10个多月来，双方对
此感受更深刻。贸易战伤害了包
括中美经贸交往在内的全球经贸
关系，冲击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
分工体系，引发国际金融和大宗
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并加剧世界
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中美推动
磋商继续向前，不仅符合两国人
民和业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
共同期盼，对于维护全球经济增
长、稳定金融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中美之间存在经贸分歧和摩擦是
正常的。有问题不可怕，关键双方要
有诚意共同努力解决问题，而不要
被问题牵着鼻子走。

此次华盛顿磋商中，双方讨
论了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

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
业、实施机制以及中方关切问题，
这种直面“硬骨头”的坦诚磋商态
度传递一个积极信号——沟通越
坦诚、深入，解决分歧矛盾的希望
就越大。

对中国而言，无论中美经贸
磋商结局如何，应对各种不确定
性最好的方式就是办好自己的事
情，向内求得力量，向外求得共
赢。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一
些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关
键还要按照既定节奏推进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深化改革。

无论是中方在此次磋商中提
出将扩大自美农产品、能源产品、
工业制成品、服务产品进口，还是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揭牌、外商投资法草案通过人大常
委会二审等实际行动，都是为了更
好满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也将中国机遇与
世界共享。

距离3月1日磋商期限还剩不
到1个月时间，前期进展只是阶段
性成果，后续更关键的磋商即将
展开。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解决好经
贸分歧，对中美是双赢，对全世界
是共赢。

下一阶段，中美双方应抓住
关键窗口期乘势而上，在两国元
首共识指引下，本着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的态度继续相向而行、加
紧磋商，最大程度寻求彼此利益
的最大公约数，以更大诚意和行
动增进互信、扩大共识、管控分
歧、促进合作，尽早达成对双方都
有利的协议，更好造福中美两国
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新华社）

踏雪寻梅，春联大展，福娃送
福，新年交响乐音乐会……丰富
多彩的新春文化活动，将让你在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里度过一个
诗意浓厚的新年。

昨日，记者从杜甫草堂博物馆
获悉，作为2019成都“新年文化月”
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由成都市文广
旅局、青羊区人民政府主办，成都
杜甫草堂博物馆、青羊区文体旅局
承办的第十届成都诗圣文化节
——己亥年“人日游草堂”系列文
化活动将于2月3日拉开帷幕。

据悉，2月11日，著名作家、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还将亲临
成都，担任“人日游草堂”主祭人。

春节期间，100幅优秀春联作
品将在草堂中国书法馆展出，这
是成都市继2018年之后第二次举
办关于民俗春联主题的专题展
览，展览将持续到2月25日。展览
的100幅优秀春联作品，是从“春
联迎新春·民俗进万家”文化惠民
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征集的600幅
市民书法作品中精选而出。

今年春节，第四十七届成都杜
甫草堂博物馆红梅艺术展，将华美
亮相。今年春节，草堂内还打造了
新春十景：幽兰溪谷、冬雪香梅、疏
影横斜、红梅探春、梅绽初春……
市民朋友们可尽情享受诗人笔下

“花重锦官城”的诗意景观。
新春游草堂，赏梅花、

吟春联，是成都的新年民俗
之一。萌萌的福娃是历年来
草堂新春活动的一大亮点。
春节期间，“百里挑一”征集
选拔的“福娃”将如期上岗，
正月初一到初七，“福娃”将
在草堂内为观众进行诗歌
文化讲解服务。

记者还从杜甫草堂博
物馆获悉，杜甫草堂文创
馆春节期间将举办一次穿
越时光回廊，寻找童“年”
记忆活动，将传统文化中
的非遗手工与记忆中的童
年游戏相结合。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亮了！今年大庙会的灯好大
气！太震撼了！”昨晚，武侯祠西区大
门前，随着施工围栏的拆除，“2019
武侯祠成都大庙会”的各式灯组次
第亮起，进行最后的检查调试，引得
市民驻足围观。

春节，到大庙会赏三国灯组已成
为成都市民过节的重要内容。即将开
庙的“2019武侯祠成都大庙会”在灯
组的搭建上下足功夫，从主题灯的体
量到氛围灯的数量都创下历届之最。

西区大门高达15米的大型灯组
“汉宫门阙”，采用汉阙造型为设计
原型，通过钢架结构、丝架立体造
型，生动还原汉阙建筑特色。西区湖
面的主题灯组“威震华夏”是本届庙
会中当之无愧的“巨无霸”，22米的
高度足以震撼全场。利用现代灯光
技术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三国
时期的经典战役——水淹七军。

西区中轴线上长达130米的“蜀汉
胜迹”灯组，把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三

国遗址遗迹调查成果和灯组相结合，
用灯组展示蜀汉三国文化遗存。

据了解，除了主题灯，今年的大
庙会还对氛围灯进行全面提档升
级。万盏精致宫灯组合的灯光长河，
蜿蜒盘旋至庙会的每条主干道，园
区内的草地中、树木间、建筑上都装
饰上了各色彩灯。在彩灯艺人的巧
手下，大庙会现场以生肖猪为造型
的灯组也格外吸引人，萌萌的卡通
猪以各色形象出现，为观众送上幸
福美满的新春祝福。

据了解，由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武侯区人民政府主办，成都武侯
祠博物馆、武侯区文体旅局执行的

“2019武侯祠成都大庙会”将于2月3
日至20日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物
区、西区、锦里举行。庙会期间，活动
区域实行临时门票价格30元/人次，
并执行规定的半票和免票优惠，相关
细届时可参考庙会售票窗口通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31日表示，
美方将于下周公布他本人与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会晤的具体
时间与地点。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
与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将于2月底举
行，美朝双方已就会晤的具体时间和地
点达成一致，并会在下周对外公布。

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声明说，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
根将于2月3日赴韩国首尔，与韩国

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度勋
举行会谈。比根还将与朝鲜官员就

“推动实现朝鲜最终、完全经验证的
无核化目标的下一步措施”等举行
会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30日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朝领导人的
第二次会晤将于2月底在亚洲某处
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两人会晤的
备选地点包括越南河内、岘港和泰
国曼谷等。 （新华社）

继成都龙泉驿首届客家民俗灯
会开幕之后，昨日，尼泊尔文化旅游
节也在位于龙泉驿区的蔚然花海开
幕啦，让逛灯会迎新年的市民，在家
门口就能品尝到尼泊尔美食，感受
到尼泊尔风情。

据悉，此次尼泊尔文化旅游节
由尼泊尔国家旅游局联合尼泊尔
中尼文化旅游促进会、成都未央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等共同举办，旨在
巩固和发展中尼传统友谊，促进中
尼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全面展示尼

泊尔丰富多样的文化特色，让大家
更加了解尼泊尔文化，让尼泊尔人
民更加了解四川，搭建尼泊尔和四
川当地文化的多元化交流合作平
台，促进尼泊尔和四川的文化旅游
产业合作升级。

本次文化旅游节将持续到2月
19日，活动期间将会有尼泊尔摄影
展、尼泊尔文艺汇演、尼泊尔艺术品
及特色商品展、尼泊尔特色美食节、
尼泊尔健康文化体验等系列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昨日上午10时30分，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对“滴
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进行宣判，以抢
劫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
钟元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钟元因
赌博欠债，遂预谋抢劫并购置单刃短
刀、橡胶头套、封箱胶带等工具放在
其驾驶的轿车内，意图在从事滴滴顺
风车营运时伺机抢劫女乘客财物。

2018年8月23日10时许，被告
人钟元通过滴滴软件接到第一名女
乘客的滴滴顺风车订单后，以通过
微信另行结算为由让该乘客取消了
订单，以逃避监管。当日13时10分
许，被告人接上该乘客后寻找偏僻
地段伺机抢劫，未遂。

2018年8月24日9时许，被告人
通过滴滴软件接到第二名女乘客赵
某某（女，殁年19周岁）的滴滴顺风车
订单，再次借故让赵某某取消订单，

被赵某某拒绝。当日13时28分许，被
告人接上赵某某，当车行至附近山路
时，被告人采取持刀威胁、胶带捆绑
的方式，对赵某某实施了抢劫、强奸，
后为灭口残忍地将赵某某杀害，并将
其抛到路边悬崖斜坡上。

法院认为，被告人钟元以暴力方
法抢劫财物，又强奸妇女，并为灭口而
故意杀害被害人，其行为已分别构成
抢劫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公诉机
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对被告人钟元应
数罪并罚。鉴于被告人主观恶性极
深，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
其严重，虽然被告人钟元归案后能坦
白，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故作出
如下判决：“被告人钟元犯抢劫罪，判
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 25000
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
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罚金25000元。” （新华社）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刘鹤

四川卫视
四省春晚 共贺新春
播出时间：正月初三19：35

第一神曲组合凤凰传奇的洗
脑神曲、黄绮珊改编的《太阳出来
喜洋洋》、白燕升的戏曲歌《戏码
头》。加上苗阜王声、金霏陈曦、郭
阳郭亮、李丁董建春等国内相声
界的“半壁江山”……四川卫视与
黑龙江、湖北、河南卫视联手打造

“东西南北中，美好中国年”四省
春晚，囊括了四省各自的地方风
俗与浓浓年味。

东方卫视
李宇春学三弦
播出时间：正月初一 19：30

东方卫视今年的春晚名叫
“春满东方”，首先吸睛的就是向
传统文化致敬的环节。成都妹子
李宇春将会带来自己的中国风
代表作《千年游》，同时导演组还
给她安排了一项颇具挑战的任
务——学习中国传统乐器三弦。
她的新歌《新物种》也会在正月
初一晚上亮相。而许久没有集体
亮相的TFBOYS，在当晚也会用
四首青春洋溢的歌曲和亲手制
作的剪纸给大家拜年。

江苏卫视
告别央视 冯巩登卫视春晚
播出时间：正月初一 19：30

江苏卫视今年的春晚中，最
受人关注的无疑是无缘今年央
视春晚的冯巩。此前连续32个年
头亮相央视春晚舞台，留下那句

“我想死你们了”的冯巩将会在
量身定制的相声剧《诗词小会》
中出现。

擅长音乐晚会的江苏卫视
在歌手邀请方面同样花了大力
气，毛不易的新歌《别再闹了》，
汪苏泷演绎的《一笑倾城》和代
表作《有点甜》，以及接连参加江
苏卫视《蒙面唱将猜猜猜》、跨年

晚会和《歌手》的刘宇宁都会一
一亮相。

北京卫视
流量担当蔡徐坤唱原创新歌
播出时间：正月初一 19：30

多年来《跨界歌王》一直是
北京卫视的招牌栏目，“跨界”也
成了他们今年春晚的核心。在明
星阵容方面，杨幂、蔡徐坤、马德
华、乐华七子、王凯、刘涛、罗晋、
唐嫣、凤凰传奇、韩东君、杨紫、
关晓彤、许魏洲、姜昆、徐帆、姚
晨、秦海璐、霍思燕、杜江等都会
在北京卫视春晚现身。

在歌唱类节目中，杨幂会携
手2018年的流量担当蔡徐坤，两
人将合唱蔡徐坤为晚会原创的
新歌《那年春天》；《西游记》“猪
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将和人气
组合乐华七子同台载歌载舞；两
届《跨界歌王》冠军刘涛、王凯将
会合作演绎歌曲《爱江山更爱美
人》等。

辽宁卫视
最强相声小品阵容
播出时间：腊月二十九 19：35

今年辽视春晚的8个语言类
节目可以说是囊括了当下最优
秀的喜剧演员。首先，孙涛、邵峰
会携独创小品剧《欢乐饭米粒
儿》再次爆笑登场。在这里，冯巩
会再次搭档王振华上演相声《乡
音总关情》。

潘长江搭档句号、黄晓娟，他
们将和《组团儿上春晚》的冠军组
合“麻辣小夫妻”演绎小品《上炕
吧，亲家》。今年也是岳云鹏和搭档
孙越在辽宁卫视春晚的首秀，他们
会带来相声《因为爱情》。巩汉林也
会搭档宋晓峰、金玉婷带来小品

《抽象大师》。宋小宝、程野、赵海
燕、闫光明四位赵本山的得意弟
子继续是压轴登场，带来小品《明
明白白我的心》，演绎夕阳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落实中美元首共识
推动磋商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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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将于下周公布与金正恩第二次会晤的时间地点

死刑！“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一审宣判

尼泊尔文化旅游节在成都启幕

““20192019 武 侯 祠 成 都 大 庙 会武 侯 祠 成 都 大 庙 会 ””昨 晚 璀 璨 试 灯昨 晚 璀 璨 试 灯

三国灯
生肖灯
都亮了

走，去草堂
看春联、赏红梅、感受浓浓年味
成都诗圣文化节“人日游草堂”系列文化活动明天拉开帷幕

除了央视春晚
这些卫视的春晚也值得期待

要说每年最受关注的春晚，非央视春晚莫属。此外，包括四川、江
苏、东方、北京、辽宁等各大卫视也将在春节期间轮番推出各具特色的
春晚。在艺人方面，汇集了TFBOYS、蔡徐坤、李宇春、张云雷、李谷一、
腾格尔、毛不易等。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各大卫视都在语言类节目上下
了功夫，惜别央视春晚的冯巩为江苏卫视打造了相声剧《诗词小会》；东
方卫视力邀《相声有新人》人气选手带来群口相声《相声一家亲》……

“2019武侯祠成都大庙会”主题灯组“威震华夏”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