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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节
目采访时，蓬佩奥说，如果朝方实现

“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
“不可否认，美国将不得不向（朝方）
提供安全保证”。

蓬佩奥没有详细说明“保证”内
容。他说，这是一项“搁置 25年的
交易”，唐纳德·特朗普以前的多任
美国总统没能获得朝鲜领导人信

任。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让美国
不再受朝鲜“威胁”，希望朝方作出

“战略改变”。
蓬佩奥说，他“确信”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就这一点与美国民众目
标一致。

韩国媒体解读，“安全保证”回应
朝鲜对政权和体制安全的关切。时
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去年提出

“四不”原则，即美方不寻求朝鲜政权
更迭、不寻求朝鲜政权垮台、不寻求
朝鲜半岛加速统一、不寻求借口越过
三八线。

11日与到访的韩国外交部长官
康京和一同见记者时，蓬佩奥说，他
本月9日访问朝鲜，与金正恩会面，
谈及朝方是否准备以彻底的无核化
与美方提供的“保证”作“交换”。

朝中社日前援引朝鲜外务省公
报说，朝鲜北部核试验场废弃仪式
预计于 5 月 23 日至 25 日间视天气
情况择机举行。分析人士指出，随
着美朝领导人会晤时间、地点的公
布，近期双方互动积极，各自释放善
意信号，显示出对举行会晤的积极
态度。会晤成果如何将取决于双方
能否就无核化问题达成协议。

美朝积极互动释放信号

蓬佩奥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
访时说，如果朝鲜能够弃核，美国
将解除对朝经济制裁。他还对朝
鲜决定废弃北部核试验场表示赞
赏，称这对于美国乃至世界而言都
是好消息。

根据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
决议，核武器研究所等有关机构为
保障中止核试验的透明性，正就废
弃朝鲜北部核试验场制定对策。为
体现本次核试验场废弃活动的透明
性，将允许朝鲜国内媒体和国际记
者团到现场采访。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通过社交
媒体宣布，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的会晤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
举行。特朗普说希望双方的会晤能
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特殊时刻”。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韩国问题专家车维德认为，此次蓬
佩奥的随行队伍中有美国国家安全

委员会和国务院成员，这是一个积
极迹象，意味着双方可能就会晤后
预计公布的“成果”进行了更加深入
细致的前期讨论。

无核化方式或存分歧

分析人士指出，美朝在实现半
岛无核化目标的路径上一直存在分
歧。美方希望朝鲜能够实现彻底
的、可验证的且不可逆的无核化，并
将路线图具体化，甚至列出时间表，
而朝方则希望“采取阶段性、同步的
措施”。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
会长包道格表示，半岛无核化无疑
是美方的最终目标，而朝鲜则希望
能尽快解除经济制裁。双方或在会
谈中试图确定朝鲜去核的最后期
限，并会指派各自的谈判代表。

各方需继续相向而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
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朝
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不仅需要朝鲜真
正弃核，也需要国际社会对朝鲜在
安全、经济等领域的正常关切予以
回应。此外，鉴于美朝间较低的互
信水平，中方参与朝核问题解决进
程，有助于增进双方互信。在促使
朝鲜实质性弃核问题上，中方与国
际社会目标一致，并支持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参加美国新
使馆开幕仪式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包
括副国务卿沙利文、财政部长姆努

钦、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女婿库什
纳等。特朗普以视频方式致辞。

一周前，耶路撒冷市政府已将首

批使馆路标竖立在使馆所在地耶路
撒冷南部阿尔诺纳区。以色列警方
在耶路撒冷部署了数千名警察，在美

国使馆附近更是重兵把守，形成“人
墙”。以色列军方也在以色列－加沙
边界部署大量兵力。

美驻以使馆迁耶路撒冷发86份“请帖”
只有33个外交使团出席开馆仪式

美国火上浇油
巴以矛盾难解

美朝积极互动
为领导人会晤“暖场”

当地时间14日下午，设
在耶路撒冷的美国驻以色列
新使馆计划举行开馆仪式。
据报道，以色列向86个驻以
外交使团发出“请帖”，而确
认派代表出席开馆仪式的只
有33个。

当天是以色列“建国
日”，次日是巴勒斯坦“灾难
日”。加沙地带数以万计巴
勒斯坦人在巴以边境示威，
把持续数周的“回归大游行”
推向高潮。以色列加强与加
沙地带、约旦河西岸接壤一
侧的边界管控，增派作战部
队，包括狙击手。分析人士
认为，此次迁馆给原本难解
的巴以问题火上浇油，增加
中东地区安全新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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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特朗普政府放弃了这一定位，将影响
力扩大的伊朗作为目前中东地区的

最主要威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

问题学者孙成昊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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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即将到

来的中期选举，乃至2020年总统大
选给自己加分。

分析人士认为，长期战乱、冲突和
仇恨，让中东成为苦难之地。美国的
武力干预政策、偏袒以色列的立场，已

令中东矛盾丛生。美国迁馆，将进一
步激化地区矛盾，激发反美情绪，危及
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到头
来，美国难免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美联社报道，数以万计加沙巴勒
斯坦人14日出现在巴以边界地带，
抗议美国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据最
新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加沙地带发
言人阿什拉夫·卡德拉说，在加沙地
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当天发生的冲

突目前已致5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

年底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
都、启动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
耶路撒冷的进程以来，巴以局势紧
张不断升级。今年3月30日，即巴

勒斯坦“土地日”，加沙巴勒斯坦人
沿着巴以边界开始“回归大游行”，
抗议以方拒绝让巴勒斯坦难民回到
以色列侵占的故土。

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称，大批示威

者将试图翻越边界隔离墙，“行使夺
回失地的权利”。

受美国使馆迁址影响，以色列
唯一允许物资进出加沙的这座口
岸一周内第二次遭袭。以色列安
保压力陡增。

特朗普女儿、女婿参加开幕仪式

14日巴以边界示威冲突致5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美国迁馆将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

若朝方完全弃核，美将允许私人资本投资朝鲜基础设施建设

蓬佩奥谈朝鲜弃核 条件

同一天，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约翰·博尔顿接受美国广播
公司《本周》节目采访时强调，在

“利益开始流向朝鲜前”，朝方需要
完成无核化。

在博尔顿看来，这意味着朝方
需要拆除铀浓缩设施、销毁核武

库。他同时建议，销毁朝方核武器
可以在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核设
施完成。

博尔顿说，美方将不仅讨论朝方
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还将谈及化
学和生物武器库。美方需要看到朝
方作出“战略决定，即朝鲜解除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后，境况会更好”。
另外，博尔顿声称，朝方不应该

向美方寻求“经济援助”。他当天参
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国情咨
文》节目时说，朝鲜的前景是“像韩
国一样”运转并与世界其他地区互
动。 王逸君（新华社专特稿）

蓬佩奥13日在节目中还说，如
果朝鲜完全弃核，美方将解除对朝
经济制裁，允许美国民间企业向朝
鲜投资，在能源、基础设施、技术和
农业等领域给予朝方帮助。

“美国民众将参与帮助（朝方）
建设能源网络，他们需要大量电
力；（美方）将与朝方合作建设基础
设施，所有朝鲜民众需要的……”

蓬佩奥说，不过，前提是，朝方能否
满足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
要求。

相比蓬佩奥上周末关于对朝
经济补偿的说法，这一表述更具
体。蓬佩奥11日在与康京和的联
合记者会上说，如果朝方采取果
断措施迅速实现无核化，美方将
帮助朝方实现“与韩国同等水平

的繁荣”。
韩国《中央日报》援引知情人士

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是
“极限施压”加“接触”，后者包含以
经济补偿引导朝鲜无核化。蓬佩奥
9日访朝时向金正恩介绍的特朗普

“新方案”即包含经济补偿。
被问及与金正恩会面的感受，

蓬佩奥说，两人对话十分“专业”。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日前说，如果朝鲜能够完全放弃核武器项目，美国将对朝
鲜作出“安全保证”，同时作出经济补偿，允许美国私人资本投资朝鲜基础设施建设。

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给予朝方帮助

以彻底无核化换取美方“安全保证”

朝方需拆除铀浓缩设施、销毁核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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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思路、新方法，在“互联
网+”不断深入的时代，交通银行的变
革之路创高度、有态度，打破传统银行
柜台的服务模式，推出新“移动服务神
器——手持终端”，旨在用智能改善服
务，用科技提升效率，为广大客户省时
间、增效益！力求打造科技化、智能
化、高效化、无纸化的银行新型服务。

“态度宣言”：将科技融入
服务，带给生活无限可能

缩小版银行，办理百项业务
小小的身体，却有大大的能量，

交通银行手持终端除了受理百姓们
常用的开卡、激活、挂失、电子渠道签
约业务，更加入了信用卡、理财认购
赎回、国债、银商银期银衍等功能，通
过 wifi 或者 4G 网络连接，无论到哪
里，都可以方便地完成业务办理，进
校园，进社区，进企业，高效便捷完成

业务办理。
效率化银行，高效信息处理
取号、排队、填单……一项业务十

多个步骤，这已经是老黄历了。交通银
行手持终端上线后，无需排队，通过线
上功能实现全流程审批，实现无卡化、
数字化，提高营运效率，大大减少等待
时间，提升客户体验，交行一直在行动。

“态度宣言”：将情感融入
服务，贴心功能展现关怀

集约化服务，更省时
无需亲自跑银行，交通银行提供主

动上门服务，省去跑腿、咨询、排队等待
的诸多烦恼，无需出门，在校、在家、在办

公室就可以办理银行业务，为客户提供
更贴心贴身的服务，是交行一如既往的
责任。

轻型化服务，更省心
手持终端可串联网点智易通、现金

循环机、知客APP等智能设备，遥控办
理超过200种银行业务，实现了智能化
的操作系统，破解用户必须到银行柜台

现场办理的难题，查询、转账、签约、理
财等业务全新上线，一键查看，打造手
边的“智慧银行”管家。

“态度宣言”：将专注融入
服务，打造品质专业银行

智能化银行，业务一键完成

身份识别自动化，身份信息一扫就
能录入，智能终端一站搞定，人脸识别
技术大大提高业务安全性，电子签名、
先进的二维码技术，为客户信息及资金
安全保驾护航。

方便化银行，无限办公系统
不限时间，不限地域，交通银行手

持终端突破了传统银行柜台的限制，
打造线上移动办公平台，随时随地，业
务当场办、理财产品随心选，平台技术
更成熟、操作模式更灵活、运作更高
效、服务更专业。

“有态度”不是与生俱来的，是
交通银行在改革转型的前行道路
上不断总结并执着的信念；“有态
度”不是一句口号，是融入到交通
银行每一位员工的血液里，不可缺
少 的 身 体 一 部 分 。 做 一 家“ 有 态
度”的银行，用专业的态度诠释优
质服务，交通银行为您打造更加精
彩的生活！

交通银行移动柜台为您提供“有态度”的贴身服务

交通银行工作人员热心为客户服务。

中国科学家制备出
大规模光量子计算芯片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3日电（记者周舟）中
国研究人员制备出大规模光量子芯片，并成功进
行了一种重要的模拟量子计算演示。

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的研
究显示，上海交通大学金贤敏团队通过“飞秒激光
直写”技术制备出节点数达49×49的光量子计算
芯片。论文通讯作者金贤敏对新华社记者说，这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光量子计算芯片。

研究人员利用这个芯片演示了模拟量子计算
的一种算法内核“量子随机行走”。金贤敏说，当
这种量子演化体系制备得足够大且可灵活设计其
结构时，可以实现多种算法和计算任务，表现远优
于传统计算机。

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首府泗水市13日发生
3起教堂袭击，致死包括袭击者在内的至少13
人，另有40人受伤。印尼警方说，参与袭击的人
员为一个家庭的6名成员，分别是父母与四个孩
子，包括未成年女童。

警方介绍，制造袭击人员为从叙利亚返境的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同情者。丈夫开着装载炸
药的丰田Avanza汽车，冲向一处教堂大门；妻子
带着两个女儿在第二处教堂制造袭击；两个年龄
分别为18岁和16岁的少年同乘一辆摩托车，携
带炸弹，制造了第三处教堂袭击，他们为夫妻俩
的儿子。其中，两个女儿只有12岁和9岁。

印尼方面怀疑，袭击可能为印尼极端组织
“唯一真主游击队”所为。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
谴责袭击：“这一野蛮行径泯灭人性，伤害了民
众、警察甚至儿童。”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印尼一家六口
制造三起教堂袭击
至少13人死亡40人受伤

印尼泗水市警察在遇袭现场戒严。新华社发

5月13日，获救的偷渡者被转移到利比亚的
黎波里一海军基地。当日，利比亚海军分别在利西
部城市加拉布里以北海域和扎维耶附近海域实施
救援行动，共救起260名非法移民。 新华社发

利比亚海军救起260名非法移民

5月14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见到访的
伊朗外长扎里夫时说，俄罗斯将和伊朗及其他有
关各方共同维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新华社发

俄伊表示将共同维护伊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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