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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美方端正心态、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从三方面对美
国所谓“重建中国”论调进行驳斥，敦
促美方端正心态、尊重事实，停止对中
国的无端指责。
有记者问： 最近美国领导人多次
声称，过去 20 多年，美国对华贸易产
生了巨额逆差，送给了中国大量财富，
相当于美国“
重建”了中国。 中方有何
评论？
陆慷说， 美国领导人的说法把中
国的发展成就归功到美国身上， 不仅
完全不符合事实， 逻辑上也根本站不
住脚。
新华社电

第一， 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
都是靠自己。 中国迄今取得的巨大发
展成就， 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
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靠的是
坚定不移推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靠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当然，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
敞开大门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合作。
作为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 中国的发
展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 恐
怕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实力来“重
建”中国！
第二，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多重
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方在今
年 9 月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

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中，已对此作了
全面的阐述，概括地说，美对华贸易逆
差是由中美两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
格局决定的。 对此美国的经济学家早
有公论。 中国的对外贸易一贯遵循市
场规律，做的是公平买卖。美国从中国
买的多、向中国卖的少，特别是在向中
国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方面自我设限，
自然会出现逆差。美方就此指责中方，
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第三， 中美双边贸易绝非所谓美
国送给中国财富的
“
单行道”。 长期以
来，美国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得广泛、
巨大的经济利益。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
委员会等机构估算， 中美贸易平均每

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 850 美元成
本。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 年
美国企业实现在华销售收入约 6068
亿美元，利润超过 390 亿美元。 德意
志银行今年 6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认
为， 美国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过
程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
益。 这些数据和分析都说明，中美经
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吃亏做
买卖的事没人愿意干，更别说长达 20
多年。
陆慷表示， 中方敦促美方端正心
态、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正确看待中国、中美经贸关系，多做有
利于中美两国工商界和消费者的事。

特朗普：中期选举后
再次会晤金正恩
10 日，肯尼亚凯里乔当地一辆巴士行驶途中发生车祸，图为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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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严重车祸
已致50人死亡
肯尼亚警方 10 日说， 一辆大巴
车当天在肯尼亚西部凯里乔郡发生
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 50 人死亡、
14 人受伤。
凯 里 乔 郡 警 官 詹 姆 斯·穆 戈 拉
说，这辆大巴车原计划从肯尼亚首都
内罗毕开往肯尼亚西部地区，但下行
至一个陡坡时撞到护栏发生翻滚。 他

说，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警方
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
幸存者称事故车辆的司机不听
乘客劝阻超速行驶。
肯尼亚不少地区道路狭窄且缺
乏维护， 加上车辆状况不佳及超速、
超载等因素，交通事故频发。
据新华社、央视

好消息家有老茅台 可能有惊喜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9 日
说， 他打算 11 月 6 日美国国会中
期选举结束后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举行第二次会晤。 按特朗普的
说法，美朝双方正在磋商会晤地点，
已有三四个备选地。
特朗普 9 日乘坐总统专机“空
军一号” 前往艾奥瓦州参加一场集
会。他在专机上告诉媒体记者，他正
忙于 11 月 6 日举行的美国国会中
期选举， 与金正恩第二次会晤将在
选举结束后。
特朗普说：
“会晤时间将在中期
选举后，现在我不能离开。 ”
当天早些时候， 特朗普告诉媒
体记者，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上周末
访问朝鲜期间与金正恩“谈得不
错”，美朝正在磋商双方领导人第二
次会晤。
蓬佩奥 9 日下午前往白宫，与
媒体记者简短沟通时给出类似说
法。他说：
“
虽然前路漫长，有许多工
作要做， 但我们现在看到通往最终
目标的道路。 这一目标就是朝鲜完
全、最终可验证的弃核。 ”
前一天，蓬佩奥披露，美朝就领
导人第二次会晤的细节已“非常接
近”达成一致。
特朗普 9 日对美朝磋商取得的

活动时间 10 月 11 日 -10 月 18 日早 8：00- 晚 17：00（节假日不休息）
本次征集范围，2018 年—1953 年生产的茅台，2000 年前的五粮
液、郎酒、董酒、泸州老 窖、剑南春、汾酒、西凤、古井贡、虎骨酒、路易十
三、人头马、轩尼诗、马爹利等洋酒。 拉菲拉图各种高档红酒及全国各地
名优陈年老酒。 同时还可交流冬虫夏草、老阿胶等，为了方便市民可安
排专业人员上门收购！
我们懂酒爱酒，希望将酒文化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如果遇到好的
藏品，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开出高价。 家有陈年老酒的朋友注意了！ 不要
再盲目保存，瓶装老酒包装不易保存，易出现少酒漏气，封口膜破裂等
品相情况，它的品相和价值成正比，请把握这次机会。
此次我们是满怀诚意而来，有收藏老酒的市民请把握此次机会，把您
珍藏的老酒拿来让我们老酒鉴定师免费鉴定一下，让您的收藏心中有数。
此次征集活动，公开、公平、公正。 通过本次活动，一方面可以让民
间认识到老酒的收藏价值， 另一方面可以把现存稀缺的老酒及时收购
上来，按照专业的方法保管，在收藏馆中进行集中展示，宣传老酒文化。

会场电话：13717661747、15711238019
地址 1：朝阳区北四环中路安徽大厦 8 楼 803 贵宾室（一楼大厅有接待人员）
公交路线（1）658、650、983、407、419、特 16 路、658、650、93、407、419、490、
运通 113、386、379、408 路安慧桥东下即到。 公交路线（2）125、409、984、
567、944、101 路到惠新里下车，地铁 5 号线：惠新西街北口 A（西北）出口。

地址 2：五棵松桥地铁站旁

注：凡在本次活动成交者可凭乘车小票报销往返车费

电话：

倡导精致生活
您的订制专家

01085838816 400615859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石佛营东里 112 号楼
广告

年份
价格
2012-2010 2000-2300 元
2009-2006 3500-4200 元
2005-2003 4400-5000 元
2002-2000 5400-6600 元
1999-1996 6800-11500 元
1995-1993 13200-14500 元
1992-1990 15000-16800 元
1989-1987 17000-20500 元
1986-1983 2.1 万 -2.3 万
1982-1980
2.4 万 -3 万
1979-1976
3.2 万 -10 万
1975-1973
10 万 -15 万
1972-1970
16 万 -22 万
1960-1950
看酒仪价
以上为全品相、不跑酒价格
北京任建峰商店

广告

-北京爱家纺荣誉制作 -

进展显现乐观情绪。 他在白宫椭圆
形办公室告诉媒体记者：“我们与金
委员长关系非常好。我喜欢他，他喜
欢我，我们关系不错。 ”
按特朗普的说法， 就他与金正
恩第二次会晤， 美朝正在考虑三四
个备选地点。只是，他没有列出备选
地点：“
我们正在讨论三四个不同的
地方，会晤时间不会太远。 ”
外界推测，备选地点可能包括奥
地利首都维也纳、瑞士日内瓦或是位
于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板门店。
特朗普暗示， 这次会晤不会在
首次会晤地点新加坡。 他说：“新加
坡是个好地方， 但我们这次可能选
一个不同的地方。 ”
记者问及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
的海湖庄园是否会列入备选地时，
特朗普回答：“我认为不错， 但我们
得看情况。 ”

相关新闻

韩考虑解除部分
对朝制裁可能性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 10 日
告诉国会议员，外交部正在与其他政
府机构会商是否解除针对朝鲜的部
分制裁措施，涉及所谓
“
5·24 措施”。
“5·24 措施” 指 2010 年 5 月
24 日，时任总统李明博政府因“天
安舰”事件而宣布一系列对朝制裁，
包括叫停韩朝贸易和人员往来，全
面禁止朝鲜船舶驶入韩方海域，禁
止对朝新增投资， 搁置对朝援助项
目。开城工业园区当时得以
“幸免”。
韩国海军“天安” 号警戒 舰
2010 年 3 月 26 日在西部海域爆炸
沉没，46 名水兵死亡。 韩方认定是
朝鲜鱼雷所为，朝方否认。
康京和所言令一些反对党议员
不满。 韩国外交部随后澄清，政府现
阶段“没有正式考虑”解除对朝经济
制裁。
“那（5·24 措施）是一项重要行
政令，我们经常审视它，”康京和说，
“许多韩国单方面针对朝鲜的制裁
措施与联合国制裁重叠， 撤销‘5·
24 措施’不意味实质性解除（对朝
制裁）。 ”

全活人
手工婚被
电话：01085838816 400615859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石佛营东里 112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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