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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过程漫长艰难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加拿大
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墨西哥总统恩里
克·培尼亚·涅托11月30日在阿根廷
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
次峰会期间签署新协定。新协定名为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将代
替施行24年的《北美自贸协定》。

签署协定前，特朗普说：“这是一
场斗争，斗争有时会促成伟大友谊，它
真的好极了。”他签字后说：“它（协定
谈判）漫长且艰难。”

特朗普认定《北美自贸协定》部分
条款让美国“吃亏”，威胁退出，去年4
月宣布重新谈判。

特鲁多说，新版协定“消除了导致
严重经济不稳定性的风险”。他不忘
就美国向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高额关
税“敲打”特朗普，同时批评美国通用

汽车公司在北美大幅裁员决定是“沉
重一击”。

11 月 30 日是墨西哥总统培尼亚
执政最后一天。他说，协定将“开启新
时期”。

新版协定内容有变

美联社报道，新版协定将给北美
贸易带来变化。《北美自贸协定》施行
24年，新版协定增添数字经济内容，以
反映这一新兴经济业态近年发展；美

国农产品获得更多加拿大市场准入。
最大变化可望出现在汽车产业。

新版协定鼓励汽车制造商在美国或加
拿大扩大投资，要求40%的汽车零部
件需要在时薪不低于 16 美元的地区
生产，旨在排除人工成本较低的墨西
哥。违反这一规定生产的汽车将不适
用于零关税政策。

尚需等待国会通过

新版协定生效需要获得三国立

法机构批准。美国 11 月 6 日举行国
会中期选举，民主党获得众议院多数
议席，定于明年1 月取代共和党掌控
众议院。

一些民主党籍议员不满这份协
定，给协定能否通过蒙上阴影。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下任众议院
议长候选人南希·佩洛西说，协定是

“一项正在做的工作”，没有到对它表
明态度的时候。另一些反对新版协定
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认定，协定缺乏
对工人和环境的保护。

共和党方面对国会通过协定抱有
信心。特朗普说：“它（协定）改得好，
我不觉得会有太大问题。”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
说，从重新谈判开始，新版协定就代表
共和、民主两党意见，“我认为我们会
得到许多民主党人支持。”

刘秀玲
新华社专特稿

美墨加签署新版贸易协定
核心
提示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11月30日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
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新版贸易协定生效前需由三国立法机构批
准。但由于美国共和党失去新一届众议院控制权，协定可能
遭遇阻碍。

近年来，中国制造的地铁列车在阿根廷轨道网络中投入使用，使当地居民的交通体验更加便捷、舒适。图为11月
28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A线利马站，一名市民等待地铁列车进站。 新华社记者 李 明 摄

中国制造地铁列车驶入阿根廷

新华社联合国 11 月 30 日电
（记者王建刚） 12 月 1 日是第 31 个
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知晓
自己的感染状况”。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11月30日说，第一个世界
艾滋病日距今已有30年，全球艾滋
病防治工作仍“处于十字路口”。

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
们的行动方向会决定这一流行病的
走势——我们能否到2030年终结艾
滋病流行，抑或子孙后代还要承受

这一灾难性疾病的重负。”
古特雷斯说，全球迄今已有

7700 多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3500
多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虽然
艾滋病诊断和治疗已经“取得巨大
进展”，预防工作使数以百万计的人
免于感染，但这些工作的进展速度
与全球雄心仍不相匹配。

古特雷斯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
染人数没有快速下降。艾滋病防治
工作面临的困难包括：一些地区经费

投入不足；对性工作者、跨性别者、注
射吸毒者等群体的污名和歧视；目前
全球约四分之一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对自己的感染情况并不知情等。

古特雷斯呼吁采取积极措施，
加强艾滋病病毒检测等相关工作，
使更多人获得治疗。

1988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
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以宣传
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知识。联合国已提
出希望到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称

全球防艾工作“处于十字路口”

据新华社休斯敦11月30日电
（记者高路 刘立伟） 美国前总统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
办公室11月30日晚发表声明说，老
布什于美国中部时间当晚 10 时(北
京时间 12 月 1 日 12 时)许在休斯敦
去世，享年94岁。

布什家族发言人吉姆·麦格拉
思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老布
什办公室和前总统乔治·W·布什
（小布什）关于其父亲老布什去世的
声明。

小布什在声明中说，他的父亲

品格高尚，是子女们的好父亲。全
体布什家族成员对所有关心和为老
布什祈祷的人、对表达哀悼的友人
和民众深表感激。

麦格拉思表示，会尽快公布老
布什的葬礼安排。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
娅发表声明，对老布什去世表示哀
悼。声明简要回顾了老布什的生平
功绩，并赞赏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为
美国作出的贡献。

老布什1924年6月12日出生于
美国马萨诸塞州。美国参加第二次

世界大战不久，他便奔赴战场，成为
海军轰炸机飞行员。退役后，老布
什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并取得经济
学学士学位。1948 年，他来到南部
得克萨斯州经营石油生意。

老布什的从政生涯始于 1963
年，当年他当选得克萨斯州哈里斯
县共和党主席，3年后当选美国国会
众议院共和党议员。

1974 年，老布什出任美国驻中
国联络处主任。在北京工作期间，
他经常与妻子芭芭拉一起骑自行车
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了解中国
社会和民情，被称为“骑自行车的
大使”。

1980 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
作为竞选搭档的老布什成为副总
统。1988年老布什参加总统选举胜
选，于 1989 年 1 月就任美国第 41 任
总统。1992 年，他在竞选连任中失
利，次年1月卸任。

退休后，老布什经常在一些公
众体育活动中露面，90 岁高龄时还
高空跳伞。2011 年，时任总统奥巴
马向老布什颁发“总统自由勋章”。

今年早些时候，老布什曾因血
液感染和低血压、疲倦等问题住院。

老布什与芭芭拉育有6个子女，
其中一个女儿夭折。他们的儿子乔
治·W·布什（小布什）于 2001 年至
2009年期间出任美国第43任总统。
与老布什结发73年的芭芭拉今年4
月去世，享年92岁。他们是美国历
史上婚龄最长的总统夫妇。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去世

图为 2013 年 4 月 25 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拍摄的乔治·赫伯
特·沃克·布什（左）和儿子小布什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伦敦11月30日电（记
者孙晓玲）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第三
次会议11月30日在伦敦举行，中国金
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以下简
称绿金委）与“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
议”在会议期间共同发布了《“一带一
路”绿色投资原则》。

依据 2017 年底第九次中英经济
财金对话达成的成果，绿金委与伦敦
金融城牵头多家机构共同参与了原则
的起草工作。该原则在现有责任投资
倡议基础上，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
题纳入“一带一路”倡议，以提升投资
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水平，进而推动

“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化。
作为一套鼓励投资企业自愿参加

和签署的行为准则，该原则从战略、运
营和创新三个层面制定了七条原则性
倡议，包括公司治理、战略制定、项目管
理、对外沟通，以及绿色金融工具运用
等，供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全球金融
机构和企业在自愿基础上采纳和实施。

中英机构携手发布
《“一带一路”
绿色投资原则》

据新华社圣保罗 11月 30日电
（记者彭桦）由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
巴西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桑坦德银行
联合举办的“中巴关系未来发展建议
研讨会”11 月 30 日在巴西圣保罗举
行，与会各界人士就中巴合作关系前
景展开讨论。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巴西国际关
系研究中心主席若泽·博尔赫斯说，中
国是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巴西是中国
在拉美第一大投资目的国，未来双方
将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共迎挑战。

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主席罗伯托·
雅瓜里贝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的开放给
世界其他各国带来巨大发展机遇。未
来，巴西需要制定更加详细的经济规划
来把握新机会，包括增加高附加值产品
的出口，实现生产商与中国消费者的直
接对接，扩大巴西企业在中国投资，以
及建立巴西品牌在中国的知名度等。

巴西举办研讨会
热议中巴合作前景

据新华社波黑帕莱12月1日电
（记者张修智） 波黑首届中文教学学
术研讨会1日在波黑帕莱市的东萨拉
热窝大学举行，近20名来自波黑和中
国的专家、学者和教师就波黑中文教
学现状、机遇与挑战等议题进行了学
术交流。

东萨拉热窝大学哲学院汉学系主
任卜雅娜说，自 2011 年建系以来，已
经有160名学生进入汉学系攻读本科
与硕士学位。汉学系还建立了波黑唯
一的汉语水平考试站，先后举办过 5
次大学生中文水平选拔赛和4次汉语
桥中学生选拔赛。汉学系 2018 年开
始招收博士生。

波黑举办首届
中文教学学术研讨会

12月1日，罗马尼亚迎来国庆100周年。1918年12月1日，特兰西瓦
尼亚公国宣布与罗马尼亚王国合并，至此，罗马尼亚形成统一的民族国
家。1990年，罗马尼亚将统一纪念日确定为国庆日。图为12月1日，在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士兵参加阅兵仪式。 新华社发

罗马尼亚举行阅兵式
庆祝国家统一100周年

韩国国防部11月30日说，韩
国和朝鲜当天各自完成拆除非军
事区内10处哨所，定于12月互访
查验拆除作业。拆除这些哨所将
为全面撤销非军事区内岗哨铺
路。另外，韩朝当天完成江原道非
军事区内铁原箭头高地一带的扫
雷作业。

韩国国防部一名不愿公开姓
名的官员11月30日说：“根据军事
协议，我们今天完成彻底拆除哨所

的作业。下个月，我们将互相前往
对方哨所查验。”

按韩国国防部的说法，韩朝同
一天完成共同发掘朝鲜战争时期
士兵遗骸所需的扫雷作业。今年
10 月开始扫雷以来，朝方清除数
千枚爆炸物，韩方清除数百枚，继
而在扫雷区域的外沿设置标识
物。下一步，双方将在年底前铺设
道路，为联合发掘遗骸做准备。

据新华社专特稿

韩朝拆除非军事区部分哨所

据新华社洛杉矶11月30日
电（记者高山） 2018年洛杉矶车
展11月30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全
球各大汽车厂商展出上千辆汽车，
预计将吸引百万观众。

作为每年北美车展季的首个
重要展览，洛杉矶车展常吸引各主
要汽车厂商发布重磅新车或改款
车。今年有约60款新车迎来北美
或全球首秀，包括宝马公司推出的

新宝马X5、X7及新宝马8系敞篷
跑车，保时捷发布的全新一代911
跑车等。

新能源车是洛杉矶车展的关注
点之一。奥迪推出了e－tron GT
纯电动概念车，意在与特斯拉竞
争。全新电动车品牌Rivian展出的
R1S电动运动型多功能车和R1T
电动皮卡在本届车展颇受关注。宝
马Vision iNext概念车、三菱e－
Evolution概念车等也亮相车展。

2018洛杉矶车展盛大开幕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30日
电（记者徐剑梅 孙丁） 美国国
土安全部发言人11月30日表示，
寻求部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的大部分美军驻扎时间延至明
年 1 月 31 日，并计划从其他联邦
机构增调执法人员，应对中美洲
移民潮。

这名发言人当天说，国土安全
部期望在美南部边境保留约4000

名军人，加强美南部边境安全。消
息说，边境安全是特朗普政府的

“头号要务”。
综合美媒报道，特朗普政府在

美墨边境部署了约 5800 人的兵
力，原定驻扎至今年 12 月 15 日。
这些美军主要为边境巡逻人员提
供支持和保护、修建和维护边境铁
丝网。依照美国法律，美军不得参
与任何执法活动。

美国土安全部寻求
延长美墨边境美军驻扎时间

据新华社基辅11月30日电
（记者陈俊锋 钟忠） 乌克兰总统
波罗申科11月30日宣布，乌克兰
已开始对俄罗斯公民实行入境限
制措施，暂时拒绝16岁至60岁俄
公民入境乌克兰。

波罗申科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发

文说，实行这一措施的目的是“防止
俄现役军人以普通俄公民身份进入
乌克兰，随后组成‘非法私人准军事
武装’，从内部破坏乌国家安全”。

波罗申科还建议全国地方政
府对当地俄公民加强登记管理，特
别是在实行“战争状态”的地区。

乌宣布对俄公民实行入境限制

据新华社雅加达12月1日电
（郑世波）印度尼西亚东部马鲁古
省附近海域12月1日晚间发生6.5
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报告。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
局网站消息，地震发生于雅加达时
间 20 时 27 分（北京时间 21 时 27
分），震中位于马鲁古省南部海域，

震源深度为162公里。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

未就本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在

推特上说，地震发生时，马鲁古地
区有2至3秒的轻微震感。目前尚
没有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的报告，马鲁古省抗灾署正
在持续关注地震造成的影响。

印尼海域发生6.5级地震

一年一度的巴基斯坦老爷车国内巡游展，于12月1日在巴基斯坦南
部城市卡拉奇开幕。图为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拍摄的老爷车。 新华社发

巴基斯坦举办老爷车巡游展

据新华社阿拉木图11月30日电
（记者周良）由中国政府援建、中信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1兆瓦太阳能
电站及5兆瓦风能电站交接仪式11月
30 日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城市阿拉木
图举行。该项目将为哈萨克斯坦普及
和推广清洁能源发挥积极作用。

项目于2017年12月开工建设，今
年11月提前竣工投产。其中，风能发
电站建在阿拉木图州的马萨克农业
区，太阳能发电站位于阿拉木图市的
阿拉套创新技术园区。

中国援建电站在
哈萨克斯坦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