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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

继访问韩国后，美国副总统彭斯
19 日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前往印度尼
西亚继续其亚太之行。

首次访问日韩

这是彭斯上任后首次访问韩日两
国。由于正值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
这次访问备受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彭
斯此行旨在安抚这两个盟友，同时对
朝鲜施加更大压力。但鉴于朝鲜半岛
问题的复杂性，美方的强硬表态未必
能让韩日两国真正感到安全。

韩国和日本是彭斯此次亚太之旅
的前两站，他在结束对印尼的访问后
还将前往澳大利亚。

彭斯 16 日抵达韩国，17 日访问
了韩朝非军事区并在首尔分别会见代
行总统职权的韩国总理黄教安及韩国
国会议长丁世均。

在 18 日开始的日本之行中，彭斯
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约一个半
小时的午餐会谈。之后，彭斯与日本副
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参加了美日
双边经济对话。

分析人士认为，彭斯此访目的之
一是巩固美韩和美日同盟关系。

这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三
个月内第三次派高层官员访问韩国。
用韩国媒体的话说，这一方面显示了
特朗普政府对韩美同盟的重视，另一
方面也表明韩美之间在一些重要议题
上存在分歧或疑虑，需要美方连续派
高官赴韩沟通和解释。

访日期间，彭斯称“美日同盟是区
域和平和繁荣的基础”，强调了两国同
盟关系的重要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菅义伟表示：“本次(安倍与彭斯的)会
谈有助于进一步强化两国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

就在彭斯访韩前后，美国官员通过媒体披露了特朗普
政府对朝“最大限度施压”的原则。分析人士认为，彭斯此访
另一重要使命是，向韩日两国阐述特朗普政府逐渐成形的
对朝政策。

韩国分析人士说，美国防长马蒂斯今年 2 月访韩时自
称为“倾听之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3 月访韩是为讨论研
究对朝政策新思路，而彭斯此行则给韩方带来了特朗普政
府思考数月后的对朝政策。

此外，彭斯对韩国的访问还着眼于韩国总统选举后的
双边关系。彭斯抵达韩国第二天，该国选战正式启动。由于
这次大选导致韩国政权交替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韩美关
系面临变数。彭斯在与黄教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以及与
丁世均会面时均表示，美国对韩安全承诺及美韩同盟不会
受到韩国大选的影响。

释放对朝信号

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美国政府此前发表一系列强硬言
论，并采取了一些行动，引发外界对于美国可能对朝动武的
担忧。因此，彭斯此行在半岛问题上释放哪些信号备受关注。

访韩期间，彭斯就半岛问题多次表态，大体有三层意
思：一是美国寻求“以和平手段”促使朝鲜弃核，但同时会考
虑“所有选项”；二是警告朝鲜不要以过分举动试探美国动
武的“决心和实力”；三是寻求与中国等相关国家合作。

对于美方的最新表态，韩国专家的解读各有不同。韩国
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朴仁辉称，美国表现出“比以往更为坚决
的态度”。而延世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德鲁利则认为，美
方“明确传递出将远离军事选项的信号”。他认为，尽管美方
声称对朝“战略忍耐”已经结束，但实际上依旧是在延续与
前任政府相似的政策。

彭斯在日本与安倍会谈时称，“美国和日本同样追求和
平，但和平有时需要靠力量获取”。这被舆论解读为“表现出
不惜动用武力的姿态”。在与麻生共同召开的记者会上，彭
斯宣称“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过去，似乎要把特朗普政府
与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政策进行彻底切割。

彭斯 19 日还前往横须贺驻日美军基地并登上“里根
号”航母，面对驻日美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发表演讲。
此举也被媒体解读为炫耀武力的信号。

分析人士认为，彭斯承诺对盟国“庇护”的表态似乎让
韩日松了一口气，但其强硬措辞也引发了“是否会进一步激
化局势”的担忧。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没有透露姓名的首相官邸工作人
员表示，日本政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虽摆出了“始终与美国
站在一起”的态度，但内部也传出了“过度刺激朝鲜可能会
出现反效果”的怀疑声音。自卫队相关人士说：“真正发生武
力冲突对日本来说将是最坏的情况。”

韩国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也都表示，反对美国对朝发
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分析人士认为，彭斯有意借此访协调美日韩三国在半
岛问题上的立场，但由于三国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诉求，因此
协调立场难度不小。

事实上，彭斯还在日本访问期间，韩日之间就在半岛问
题上公开表现出分歧。安倍 17 日在日本国会表示，如果朝
鲜半岛发生危机，日本需考虑如何保护难民。韩国外交部发
言人 18 日对此表示不满，称安倍的言论可能会引发误会，
给半岛局势带来负面影响。 (记者耿学鹏、王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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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雅典 4 月 20 日电 (记者陈占
杰、刘咏秋)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 20 日在
雅典会见新华社社长蔡名照时说，即将在
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具有全球性意义，证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
国将在推进世界和谐共存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帕夫洛普洛斯说，今年 5 月份即将在中
国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实现全球化的论坛，将
极大地推动全球化进程。

帕夫洛普洛斯说，中国同“一带一路”
沿线许多国家有着极其富有建设性的合
作，举办“一带一路”论坛是非常好的沟通
倡议。

帕夫洛普洛斯对中国与希腊以及中国与
欧盟之间的良好合作感到满意，认为一个强
大的欧盟和一个强大的中国之间加强合作具

有重要意义，希腊将为此继续作出努力。帕夫
洛普洛斯感谢中国在希腊最困难的时期继续
对希腊投资。

帕夫洛普洛斯祝贺新华社与希腊国家通
讯社雅典通讯社签署新的合作协议，对两国
国家通讯社的合作不断向前推进感到高兴，
认为这将对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发挥
重要作用。

蔡名照社长说，他对希腊经济形势好转
感到高兴，祝福希腊人民及早战胜困难，实现
经济健康发展。

蔡名照说，新华社作为中国的国家通
讯社，将向两国人民传递积极、向上、健康
的新闻信息，在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信息沟
通的桥梁，成为两国友谊的积极的建设者。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见新华社社长蔡名照时指出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具有全球性意义

 4 月 20 日，希腊总统帕夫洛普
洛斯（右）在雅典会见新华社社长蔡名
照。 新华社记者叶平凡摄

在中国国内反贪主题电视剧《人民的名
义》热播之时，一场真实的反贪风暴也在墨西
哥上演，涉嫌贪腐的韦拉克鲁斯州前州长哈
维尔·杜阿尔特和塔毛利帕斯州前州长托马
斯·亚林顿不久前在国外落网。

两只“大老虎”接连被捉，释放出墨西哥
政府打击腐败的强烈信号。墨政府欲通过强
力反贪措施改善形象，挽回民心，以迎接即将
到来的地方选举和 2018 年总统选举。

出逃官员双双落网

墨西哥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 15 日发表
声明说，在危地马拉执法部门和国际刑警组
织的配合下，畏罪潜逃的墨西哥韦拉克鲁斯
州前州长哈维尔·杜阿尔特当晚在危地马拉
的一家酒店被捕。

杜阿尔特现年 43 岁，2010 年至 2016 年
任韦拉克鲁斯州州长。墨西哥当局经过调查
发现，与杜阿尔特相关的非法资金高达数百
万美元，他在世界各地拥有超过十处豪宅、
100 多个银行账户。

墨警方去年 10 月以涉嫌洗钱和有组织
犯罪为由对杜阿尔特发出逮捕令。截至落网
时，他已潜逃 6 个月之久。

而就在杜阿尔特落网前的本月 9 日，意
大利执法人员在意中北部城市佛罗伦萨抓获
外逃的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前州长托马斯·
亚林顿。

亚林顿除在墨西哥受到洗钱、诈骗、参与
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等指控外，还被美国
指认涉嫌收受毒品走私团伙数百万美元贿
赂，并用这笔钱在美国购入房产。

政府掀起反贪风暴

对于上述两只“大老虎”的落网，墨西哥
总统培尼亚 17 日表示，任何违反法律的人都
要受到司法审判，这两次成功的抓捕行动释
放出墨西哥政府“打击腐败的坚定而有力的
信号”。

近年来，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等丑闻在墨
西哥不断发生。根据墨西哥竞争力研究所发
布的研究数据，腐败问题每年吞噬墨西哥
5% 的国内生产总值。

面对日益严峻的腐败形势，从 2015 年
起，培尼亚政府开始将反腐列为优先议题。
2016 年 7 月，墨西哥开始实施有关建立全国
反腐败体系和加大执政透明度的一揽子法
案，要求公务员申报个人财产信息、规范公务
员行为、赋予审计机构更多权力以调查联邦
和州一级政府出资情况等。

在政党层面，墨西哥执政党革命制度党
从 2015 年起加大了对高层腐败的惩罚力度，
先后将杜阿尔特和亚林顿开除党籍，并暂停
了金塔纳罗奥州前州长罗伯托·博尔赫的党
籍。这都表明了革命制度党正顺应时代潮流
不断加大党内反腐力度。

在两名涉腐前州长被捕后，革命制度党
发表声明说，该党支持检方工作，要求对杜阿
尔特和亚林顿展开一切必要调查。

改善形象瞄准总统选举

分析人士指出，上述两名前州长的落网
对革命制度党来说是利好消息，该党可以此
回应此前有关培尼亚政府在缉捕出逃贪官
方面不作为的批评。

2014 年培尼亚妻子的豪宅丑闻曝光
后，培尼亚的支持率一路下跌，加之墨西哥
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等其他原因，培尼亚渐渐
成为“弱势总统”。在 2016 年的州长选举中，
执政的革命制度党也失去了奇瓦瓦州、金塔
纳罗奥州和韦拉克鲁斯州州长的职位。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墨西哥中心秘书长
谌园庭指出，革命制度党的失利表明了民
众对培尼亚政府的不满，民众认为政府应
对经济衰退、高层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负责。

今年 6 月，墨西哥州、纳亚里特州和科
阿韦拉州将举行地方选举。明年，墨西哥还
将举行 6 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从目前来看，

革命制度党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反对党国
家行动党的实力在攀升，新注册的国家复兴
运动也来势凶猛。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徐世澄说，培
尼亚政府和执政党正力图通过包括强力打
击腐败、振兴经济、改善民生等在内的一系
列措施，改善政府形象，力求在 6 月的地方
选举以及明年的总统选举中扭转颓势。
(记者李文清)新华社墨西哥城 4 月 19 日电

墨西哥贪官频落马，执政党反腐挽民心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9 日电(记者周而捷、陆佳飞)美国
国务卿蒂勒森 19 日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重新将朝
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蒂勒森当天在华盛顿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评
估各种对朝鲜施压以遏制其核武计划的办法，包括重新将
该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美国国会众议院本月 3 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法案，
要求美国国务院考虑是否重新将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
家”名单。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最终由美国总统特朗
普签署，美国国务院将在之后 90 天内就此作出决定。

据美国国务院官网资料显示，现在被美国列入“支持恐
怖主义国家”名单的为伊朗、苏丹和叙利亚。2008 年，美国
政府根据美朝双方就朝核设施验证问题达成的协议，宣布
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

美国国务卿称美正考虑

是否重划朝为“支恐国家”

2013 年，中国向世界发出共同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倡议，获得广泛响应。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海外，有工程建
设者、科技企业家、文化传播者，虽然职业不
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建
设者”。

他们带去的，不仅有先进的技术、优惠的
贷款，更有中国人共同发展的理念和行动。

中国建设者：

为印度洋“珍珠”插上翅膀

印度洋西南季风吹拂下，马尔代夫国际
机场岛礁边的风浪急了许多，来自中国的王
晓银带着红色安全帽，全神贯注盯着远处巨
大的绞吸船。它正从海底吸取泥沙，为新的机
场跑道填海造陆。

马尔代夫被誉为“散落在印度洋上的珍
珠”，每年吸引超过 100 万外国游客，而老机
场却越来越不堪重负。2014 年 9 月，中国和
马尔代夫就国际机场改扩建项目签署了合作
协议。

王晓银所在的北京城建集团是一家大
型综合性建筑企业集团，正在海外 1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开展项目。这已经是王晓银在马
尔代夫的第 13 个月。他说：“离开北京好久
了，儿子都一岁多了，挺想家的。”

按计划，工程将在 2019 年完成，包括新
的跑道、停机坪、货运航站楼等设施。

中国“老司机”：

飞驰在非洲铁路上

在距离马尔代夫 3800 多公里的埃塞俄
比亚，来自中国的铁路机车乘务员冉苏龙和
蒲晓松，正帮助当地培养铁路运营维护和管
理人员。

“感觉这里人都很聪明，学习也很认真。”
39 岁的蒲晓松说，现在主要是制定各方面管
理制度，分批次培训外籍管理人员。

53 岁的冉苏龙还带了一位徒弟——— 埃
塞俄比亚的工程师白莱特，传授电气机车操
作和管理。“平时主要靠翻译，有些铁路上的
专业术语还挺不好解释的。”冉苏龙说。

冉苏龙和蒲晓松是经验丰富的铁路机车
乘务员，都是“老司机”。他们来自中铁十六局
铁运公司，这家中国企业正在帮助运营非洲

大陆上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连接埃塞俄
比亚和吉布提的首都，于 2016 年 10 月正式
建成通车。这也是非洲第一条全部采用中国

标准和中国装备建设的电气化铁路。
冉苏龙对埃塞俄比亚有很好的印象：“这

个国家有 3000 年历史，底蕴很深厚，人也都
非常热情。有一次路过个村子，村里人邀请我
们去村子里做客，给我们准备当地美食，专门
感谢我们这些中国来的建设者，当时特别感
动。”

中医药传播者：

让世界分享“中国智慧”

2017 年 1 月，中国发布了《中医药“一带
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计划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建设 50 家中医药对外
交流合作示范基地，推出 20 项中医药国际标
准。

北京同仁堂集团已在全球 26 个国家和
地区开办了 130 多家终端门店。在这家中华
老字号工作了 30 多年的刘丹说：“随着国家
逐渐强大，国外对中医的认知也提升了，在

‘一带一路’推动下，国家不断加大支持中医
药走出去的力度，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对这份
事业的信念。”

说起中医药，刘丹说：“多年来，为让更多
人分享到包含中国独特智慧的中医药，他走
了许多国家和地区。”

“上世纪 90 年代，我到英国开拓市场，那
时候伦敦郊区也有些中医小诊所，但当地人
觉得中医很玄妙，顾客主要是亚裔。”刘丹说，

“刚开始没人进来，但随着越来越多人在中医
药帮助下恢复健康，后来店门口经常排起长
队，有时会忙到晚上 10时。”

刘丹说：“这些年最高兴的就是看到越来
越多人在我们帮助下，找回了健康，找回了生
活。在欧洲时，有一位患糖尿病的老太太，经常
专门从德国来英国的同仁堂门店里看病，不到
一年就基本恢复了正常，非常感谢我们。”

刘丹现在担任北京同仁堂在香港一家养
生企业的总经理。未来三年，北京同仁堂计划
将海外终端门店增加到 200 家，已近退休之
年的他仍然在忙碌着。“我们会把中医药带到
更多的国家，与世界一起分享中国的智慧，一
同迈向更幸福的未来。”他说。

(记者李萌、魏梦佳、孔祥鑫、王迪)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一带一路”中国建设者素描

在中国国内反贪主题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之时，

一场真实的反贪风暴也在墨西哥上演，涉嫌贪腐的韦拉克

鲁斯州前州长哈维尔·杜阿尔特和塔毛利帕斯州前州长托

马斯·亚林顿不久前在国外落网

墨政府欲通过强力反贪措施改善形象，挽回民心，以迎

接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和 2018 年总统选举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海外，有工程建设者、科技企业家、

文化传播者，虽然职业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中国建设者”

他们带去的，不仅有先进的技术、优惠的贷款，更有中国人

共同发展的理念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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