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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 6 月 3 日电 （记者
邱冰清）长夜群星，璀璨天地。在南京
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长夜星空”展馆
中，可以看到用多媒体投影呈现出的
烈士英容，与LED灯营造出的星光交
融，象征每位烈士散发信仰之光，闪耀
在革命道路上。

孙津川就是这“漫天星光”闪耀革
命道路中的一位烈士。1895年，孙津
川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工人家庭。
14岁起先后到南京、上海做工。1924
年秋，孙津川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彭干
臣相识，并在其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1925 年 8 月经彭干臣等介绍，孙
津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沪宁
铁路工人协进会委员。不久，中共吴
淞机厂特别支部成立，孙津川被选为
特支书记。

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共中
央决定在上海举行工人武装起义。
1926 年 10 月，孙津川按照党的要求，
带领吴淞机厂工人武装切断沪宁铁
路，破坏北洋军阀的后勤军需补给线，
为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创造条
件。1927 年 3 月，孙津川领导吴淞机
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揭开了上海工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3 月 28 日，

孙津川被选为沪宁、沪杭甬两铁路总
工会委员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津川往
返奔走于武汉、九江、上海等地，代表
全国铁路总工会接待和安置苏、浙、
皖、赣等省的流亡同志，秘密整顿并恢
复各地铁路工会和党组织。

党的八七会议后，孙津川被党派往
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在极其
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着手整顿党的
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和组织
群众，坚持地下斗争，准备武装暴动。

1928年7月，孙津川因叛徒告密，
身份暴露而被捕。在狱中，国民党军
警特务妄图用高官厚禄和酷刑逼迫孙
津川交出党的机密和南京地下党的名
单，但遭到坚决拒绝。被打得遍体鳞
伤、奄奄一息的孙津川坚定地对敌人
说：“要杀就杀。枪毙我一个，还有十
个；枪毙我十个，还有百个。千千万万
的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完的！”

1928年10月6日，孙津川一路唱着
国际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
号，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3岁。

“大伯在我心里是个顶天立地的
英雄。1928年他在雨花台牺牲，他对
党的信仰和忠诚为我们整个家族树立
了光辉的榜样。”孙津川烈士的侄女、
年过八旬的孙以智老人说，希望当下的
青年一代明白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
不要忘怀烈士们为此奉献的青春与生
命，让烈士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孙津川：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针对欧盟 1 日将我
技术转让措施诉诸世贸争端解决机制，商务部条法
司负责人3日发表谈话，对欧方提出起诉表示遗憾，
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进行妥善处理。

6 月 1 日，欧盟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
要求与中方进行磋商，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
序。欧方称中国政府有关技术转让措施不符合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世贸组织规则的
相关规定。

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表示，中方已经收到欧方
提出的磋商请求。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知识产权
保护，采取了众多强有力的措施保护国内外知识产
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知
识产权合作方面，中欧双方建立了知识产权工作组
机制。通过这一机制，中欧双方一直保持着有效沟
通，在诸多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

该负责人表示，中方对欧方提出起诉表示遗
憾，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进行妥善处理。

商务部就欧盟将我技术转让措施
诉诸世贸争端解决机制发表谈话

6 月 2 日至 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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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长罗斯
带领的美方团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
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
沟通，取得了积极、具体的进展。磋
商成果来之不易，更需用诚意和信任
精心呵护，倍加珍惜，否则可能前功
尽弃，一切归零。

钓鱼台的这次磋商，是中美双方
对华盛顿共识的进一步落实。坦诚
沟通，是推动每一次中美经贸磋商前
进的关键，从北京到华盛顿再到北
京，双方的磋商也从坦诚高效，迈向
积极务实，进入具体深入，两国元首
共识的落实在朝着更加“看得见摸得
着”的方向不断推进。

改革开放和扩大内需是中国的
国家战略，我们将按照自己既定的节
奏走下去。扩大自美农业和能源进
口，顺应中国高质量发展需求，将让
百姓享受更多的美食、绿水和蓝天，
中方有需求，也有诚意；同时，这将帮
助改善美方贸易不平衡，促进经济发
展和增加就业，美方有意愿，也很期

待。这对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美方出于国内政治因素考虑，
希望尽快拿到短期实质性成果的心
情可以理解，但谈判是互相妥协的
艺术，可以讨价还价，不能漫天要
价，如果只顾自己不考虑对方，这样
的合作恐怕很难持久。在我扩大进
口的同时，美方也应对制造业、服务
业开放和放宽对华高技术管制尽快作
出回应。

磋商，不仅要坦诚，还需信任。如
果一再出尔反尔，只会让磋商成果前
功尽弃。基于特朗普政府最近几次的

“翻脸”，磋商成果能否顺利落地还要
看美方的实际行动。中国政府不想打
但不怕打贸易战的态度始终不变，如
果美方继续举起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
贸易制裁大棒，一意孤行地挑起贸易
战，那中方将别无选择，只能对等反
击，到那时，一切辛辛苦苦取得的磋商
成果都将归零。相信这笔账，美国算
得清。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新华时评

成果不易，
更需诚意与信任呵护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记者于
佳欣）6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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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带领的美方团
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就两国经贸
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就落实两国
在华盛顿的共识，在农业、能源等多
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取得了积极
的、具体的进展，相关细节有待双方
最终确认。

中方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为

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中国愿意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
各国增加进口，这对两国人民和全世
界都有益处。改革开放和扩大内需
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既定节奏
不会变。

中美之间达成的成果，都应基于
双方相向而行、不打贸易战这一前
提。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
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
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

中方就中美经贸磋商
发表声明

图为朱鹮夫妇在密林的巢里看护幼鸟。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四郎镇田岭村
的一片密林里，生活着朱鹮一家。被称作“朱鹮故乡”的陕西省汉中市洋县的
河畔、田野和天空，时常能看到珍稀鸟类朱鹮的身影。

有鸟中“东方宝石”之称的朱鹮，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鸟类之一。二十世纪
中叶以来，种群数量锐减，俄罗斯、韩国、日本相继宣布野生朱鹮绝迹。1981年
5月23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朱鹮调查小组历时3年，终于在洋县姚家沟
发现7只野生朱鹮孤羽。在随后37年日渐完善的保护体系中，科研人员先后
攻克了朱鹮人工饲养、繁育、笼养朱鹮自然繁育、朱鹮野化驯养放归等关键性
技术难题，中国的朱鹮野生种群由7只发展到2000余只。一些朱鹮远赴日本
和韩国，在当地保护工作者的努力下繁衍种群。 新华社发

幸福的朱鹮一家

七国集团 (G7)财政部长会议
2 日结束，美国以外的6个成员国一
致表达对美方加征钢铝关税的“关
切和失望”，寄希望于下周 G7 领导
人峰会催生“决定性行动”。

寄望领导人磋商
七国集团由加拿大、法国、德

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
G7 成员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

长过去 3 天在加拿大惠斯勒镇开
会，主要议题之一是美国唐纳德·特
朗普政府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高关税。美方钢铝关税已全面生
效，对象包括6个G7成员国。

财长会 2 日落幕之际，没有发
表7国联合声明。东道主加拿大发
布的财长会总结说，6 国财长认定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朋友和盟
友所征关税破坏开放贸易和对全球
经济的信心”，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史
蒂文·姆努钦转达他们“一致的关切
和失望”。

总结说，7国财长同意，下周G7
峰会应当继续讨论贸易议题，“那场
峰会上，必要采取决定性行动”。

G7 成员国领导人定于下周在
加拿大魁北克省聚首。

特朗普政府 3月下旬开始对钢

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 25%和 10%的
关税，一度暂时豁免欧洲联盟、加拿
大、墨西哥等经济体。

美国4月底延长欧盟、加拿大和
墨西哥的豁免期“最后30天”。由于

“磋商没有足够进展”，美方6月1日
开始对这3个经济体征收高关税。

消息人士说，2 日闭门会上，
6 国财长向姆努钦表达对美方关税
不满，姆努钦倾听、很少发言，说下
周G7峰会可以继续讨论。

财长会落幕后，加拿大财政部
长比尔·莫诺在记者会上说，6国始
终认为，美方加征钢铝关税具有“破
坏性”。“我期待这种观点传递到（七
国集团）领导人圆桌会上，由他们作
类似讨论。”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奥拉
夫·朔尔茨告诉媒体记者，就欧洲与
美国的关系而言，美方关税是“非常
严重的问题”。

姆努钦召开记者会，说他已经
转达 6 国财长的部分表述，特朗普
将与其他 G7 成员国领导人讨论贸
易。姆努钦说，他与 6 国财长的贸
易观点不一致；特朗普的重点是调
整美国的贸易关系，以求达到“平
衡”。他认为，“美国一点也没有放

弃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实际）恰恰
相反”。

警告贸易战临近
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 2017年

向美国出口的钢铝产品金额合计
230 亿美元，占美国当年进口钢铝
产品总金额 480 亿美元的几乎一
半。对美方加征钢铝关税，这 3 个
经济体已发布回应举措。

一份清单显示，欧盟可能对一
系列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包括哈
雷－戴维森牌摩托车、波旁威士忌
酒和香烟。

加拿大定于7月1日开始对一系
列美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包括部
分钢铝产品和酸奶、威士忌、咖啡等
消费品。墨西哥打算对美国扁钢、猪
肉、苹果、葡萄和奶酪等产品征税。

2 日财长会落幕后，法国经济
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告诉
媒体记者：“还有几天时间采取必
要举措，防止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
易战……球在美方场地，由美国政
府（选择是否）作正确决定，以缓和
形势、减轻困难。”

他强调，美方须在“几天”内、而
非“几周”内作出决定。

（新华社专特稿）

G7财长会落幕

美方关税遭“围攻”

从在中国上海诞生至今，上海合
作组织已走过17个年头。作为创始成
员国，中国一贯将推动上合组织发展
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之一，从理念到行
动，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
上合组织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中国印记”。

中国智慧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
精神滋养，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中国
方案，引导上合组织行稳致远。中国
理念倡导和合、力主务实、与时俱进，
为上合组织的持续发展提供思想动
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等

理念，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重要思想
借鉴。

人们不难发现，互信、互利、平等、
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神”，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理念气质相通。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伊萨耶夫
指出，在上合组织成立及发展过程中，
中国始终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从
最开始就为组织的合作方向提供了理
论引导”。

中国行动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
强大动力。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在安
全、经贸、人文、机制建设等各个领

域，中国始终以积极姿态推动与各成
员国的务实合作。上合组织秘书长
阿利莫夫赞赏中方“对上合组织框架
内的相互协作作出了重要的建设性
贡献”。

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一年
来，在中方积极推动下，成功举办重要
机制性会议以及大型多边活动等 160
多项，涵盖外交、经贸、安全、科技等广
泛领域，各方政治互信升至新高度，安
全协作取得新进展，务实合作取得新
突破，人文交流收获新成果。舆论认
为，青岛峰会将成为上合组织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盛会。

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宽广
平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
上合组织发展理念相通，目标追求一致，
大大促进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发展。阿
利莫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发展的重大机遇。

作为迄今唯一在中国境内成立、
以中国城市命名、总部设在中国境内
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身上的

“中国印记”，令国际社会印象深刻。
上合组织前秘书长梅津采夫就曾说：

“如果把上合组织比喻为一幅美丽画
卷，中国就是其中最亮丽的色彩。”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 新华国际时评

上合组织的“中国印记”

“俄罗斯、中国及其他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之所以能相互
配合开展各领域合作，是因为自
上合组织创立伊始，各成员国就
致力于将上合组织地区建设成
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
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神’为指引的地区。”俄
罗斯总统上合组织事务特别代
表哈基莫夫日前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说。

哈基莫夫表示，中国自去年
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后，为
该组织提出了内容丰富的发展规
划，有力促进了各成员国间合作，
同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动上合
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俄罗斯和
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正为出席今
年６月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进行
积极充分的准备。

“在去年６月举行的上合组
织阿斯塔纳峰会上，印度和巴基
斯坦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此后
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接力棒交
到中国手中，中国也由此承担了
不同于以往的重要任务——使新
成员国参加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
领域合作。为此，中国提出了大
量建议，协助印巴两国顺利融入
上合机制，并发掘各成员国潜力
以促进上合组织进一步发展。”哈
基莫夫说。

他指出，上合组织负责处理
所在地区综合性事务，成员国合
作范围涵盖政治、经济、人文交

流、民间往来等各领域。同时，打
击“三股势力”、维护上合组织地
区安全仍是上合组织当前重要任
务之一。

谈及上合组织内部合作主
要特点时，哈基莫夫说，这主要
体现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尊重
彼此利益，并在协商一致基础上
处理问题。如果某成员国暂时
不能参与某项合作，其他愿开展
这一合作的成员国可先行落实
合作规划，最初未参与的成员国
可晚些加入。

“一个国际组织面临各种问
题很正常，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都
在积极努力地工作，重要的是我
们要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克服
发展之路上所有困难。”哈基莫
夫说。

他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相
互理解、密切协作，为上合组织
带来了友好和相互支持的工作
氛围，这对上合组织发展意义
重大。俄中同为上合组织创始
成员国，自上合组织成立伊始
就在该组织框架下紧密合作，
协同处理上合组织事务已成为
俄中关系广泛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

“俄罗斯和中国秉持‘上海精
神’、共同努力，使上合组织在处理
地区和全球性事务时充满自信、立
场坚定，为上合组织赢得了应有
的 国 际 威 望 。”哈 基 莫 夫 说 。

（新华社莫斯科6月2日电）

让“上海精神”指引
上合组织地区发展

——访俄总统上合组织事务特别代表哈基莫夫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 6月 6日正式开放
据新华社青岛 6 月 3 日电 （记者张旭

东、席敏）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
将于6月6日正式开放，为境内外媒体注册
记者提供服务。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副总
指挥侯晓东介绍，新闻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3.5万平方米。作为新闻中心主场馆，媒体
工作区域可使用面积为 10500 平方米，可
为3000名注册记者提供完善服务；场馆运
行保障区域可使用面积为4600平方米，可
供3000余人的保障团队轮流值守办公。

根据运行需要，新闻中心共设立取证
中心、咨询台、公共工作区、新闻发布厅、
会议采访、通信保障等 29 个工作小组，职
能涵盖媒体接待、采访、通信、交通、医疗、
安全等全方位保障。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新闻中心具
有鲜明的特点，处处体现着节俭、环保、创
新、科技、特色的理念。”侯晓东说，新闻中
心没有新建场地，而是选在独具特色的海
尔全球创新模式研究中心，整体建筑时
尚、浪漫，独具青岛特色。

据了解，新闻中心的隔断搭建节能低
碳绿色环保，所有隔断均按场馆需求定制
生产，到现场快速拼装，不产生任何灰尘、
有毒有害气体及废弃物等。

在科技与创新方面，新闻中心通信建
设按照百兆桌面、千兆汇聚、万兆上联的
网络设计，应用大数据、智能化科技管控
系统确保有线、无线网络安全、稳定、高
速。广电设备、信号源均采用双备份，故
障发生时可瞬间切换至备份设备。

综合新华社电 俄罗斯联邦委
员会（议会上院）国防和安全委员
会副主席孔德拉季耶夫 2 日在莫
斯科说，尽管沙特阿拉伯反对卡塔
尔购买俄制 S － 400 远程防空导
弹，但俄向卡塔尔出售该武器的计
划不会改变。

俄媒体 2日援引孔德拉季耶夫
的话报道说，卡塔尔引进 S－400导
弹会让沙特感到紧张。“美国也就此

向沙特施加影响，美方不想失去中
东武器市场，华盛顿会继续围绕军
购问题向沙特施压。”

法国媒体爆料，随着卡塔尔与
俄罗斯走近，沙特阿拉伯有所打
算。沙特方面在写给法国总统埃马
纽埃尔·马克龙的信件中说，如果卡
塔尔从俄罗斯购进S-400型防空导
弹系统，沙特不排除对卡塔尔采取
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法国《世界报》1 日援引所获
消息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致信
马克龙，称沙特对卡塔尔与俄罗斯
的 S-400 导弹系统军购磋商“深感
担忧”。如果卡塔尔购入这一系
统，可能导致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
升级。

报道说，萨勒曼希望法国介入，
阻止卡塔尔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以
帮助维护地区稳定。

俄称不会改变向卡塔尔出售S－400导弹计划
沙特被曝威胁对卡采取军事行动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 6 月 2 日电 委内瑞拉政府
2 日宣布，将发行新货币主权玻利瓦尔的时间由原
计划的6月4日推迟至8月4日，以便给银行系统足
够时间进行必要的技术调整。

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和货币贬值，委国内纸币供
应严重匮乏。2008 年该国进行过一次类似的货币
改革，发行强势玻利瓦尔取代旧货币玻利瓦尔，兑
换率也是1比1000。

委内瑞拉宣布推迟发行新货币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6 月 3 日电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 3日表示，他即将访问欧洲并与德法英
三国领导人讨论如何继续“阻止伊朗核计划”。

内塔尼亚胡在当天举行的例行内阁会议上说，
他将于4日启程前往欧洲，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
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举行会晤，讨论
中东地区形势，其重点是伊朗问题。他表示，以色
列将向三国重申，不会允许伊朗“获取核武器”。

内塔尼亚胡还说，“阻止伊朗在中东地区尤其
是叙利亚的扩张”也将是他与三国领导人会晤的重
点，以色列将继续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

以总理说

访欧旨在“阻止伊朗核计划”

新闻中心咨询台可为媒体提供多语种咨询解答服务（6月3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