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5月13日
电（记者徐烨 王瑛）当地时间13
日下午，第二批由中国政府提供的
71吨民生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
拉加斯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李宝荣
向委政府转交了这批由基本药品

和医疗用品组成的民生物资。李
宝荣说，这批民生物资代表了中国
人民对委人民的友好情谊。在当
前委经济民生出现暂时困难之时，
中方对委人民面临困难感同身受，
希望这批民生物资能减轻外部制
裁对委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中国向委内瑞拉
转交第二批民生物资

新华社平壤5月14日电 朝
鲜外务省发言人 14 日发表谈话
表示，美国近日“非法抢夺”朝鲜
一艘货船的“强盗般”行为，是对
新加坡朝美共同声明精神的“全
面否定”，朝鲜要求美方立即归还
相关船只。

根据朝中社当天播发的这份
谈话，这名发言人指责近日美国将
一艘朝鲜贸易货船拖往美属萨摩
亚是“非法抢夺行为”，并表示，美
国应深思其“强盗般”行为对今后
形势发展可能造成的后果，美方应
立即归还朝鲜船只。

朝鲜要求美国
立即归还“非法抢夺”的朝方货船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13日电
（记者刘洋） 俄罗斯总统普京 13
日说，近年来俄军在新型武器装备
列装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战略核
力量现代化武器装备率达到82％。

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公告说，

普京当天在俄西南部城市索契举
行的国防工业发展问题会议上说，
目前俄战略核力量现代化武器装
备率达到 82％，空天军这一指标
达到 74％，空降兵和海军这一指
标超过60％，陆军接近50％。

普京称俄军
现代化武器列装取得重大进展

5月9日，在美国圣迭戈，阿布德一家人为来宾表演舞狮。
当日，富有中国特色的舞狮表演吸引了参加第12届全美中文大会的

众多来宾的目光。当表演结束，表演者掀开狮头时，观众才惊讶地发现表
演者竟然并非华人，而是4名长相清秀的少男少女——11岁的三胞胎阿
纳斯塔谢、卢卡、阿瓦琳和12岁的姐姐玛格达莱娜。锣鼓伴奏的则是他
们的父母尼古拉斯·阿布德和亚历山德拉·奇瑟姆。更不可思议的是，这
家人居然是通过观看视频自学舞狮的。 新华社发

一家子舞狮的美国人

5月13日，苏菲舞者在埃及首都开罗表演。
苏菲舞起源于土耳其，其特点是在旋转中完成舞蹈动作。如今，埃及

的苏菲舞已成为当地著名的演出形式之一。 新华社发

斋月里的苏菲舞

5月14日，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郊加姆珀哈地区，安全人员在暴
力事件现场附近巡逻。

据斯里兰卡媒体报道，13日早些时候，斯里兰卡西北省库鲁内格勒
地区发生暴力事件，一些商铺和民宅遭到损毁。警方随后宣布在库鲁内
格勒地区实行宵禁。此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郊的加姆珀哈地区也
发生暴力事件，随后警方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新华社发

斯里兰卡部分地区发生暴力事件

消费需求旺

消 费 已 成 为 中 国 经 济 的 主 引
擎。今年第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5.1%，消费需求
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
量。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
系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家詹姆斯·
劳伦斯森评价说，中国零售业“蓬勃
发展表现突出”。

强劲内需产生积极外溢效应。美
国经济学家戴维·戈德曼注意到，今年
年初，中国几乎所有的亚洲贸易伙伴
都增加了对中国的出口。这一势头还
在延续，4 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达 2.51 万亿元，增长 6.5%，其中进
口1.21万亿元，增长10.3%。

“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具有巨大影
响力，不仅限于中国国内，世界各国都
在关注中国人的消费动向。”《日本经
济新闻》网站如是说。

投资态势稳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6.3%，增速比去年全年提
高0.4个百分点，“稳投资”效应进一步
显现。

看好中国消费市场，不少外资企

业继续加大在华投资。4 月，跨国服
饰企业盖璞集团在中国内地新增 11
家门店。“我们今年有望新开 40 多家
门店，明年可能还会新开更多门店。”
盖璞集团执行副总裁、大中华区首席
执行官余炳祥说。

在全球跨国资本流动大幅减速的
情况下，中国吸引外资保持稳定增长，
充分说明国际资本对中国投资环境的
认可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股
神”巴菲特近日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
很大的市场，“我们喜欢大市场”，未来
15 年内可能会在中国市场进行更大
规模投资。

扩容潜力大

中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
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市场潜力巨
大。正如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网站所说，中国在互联网、医疗、教育
等领域还有许多潜力尚未开发。通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供给推
动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是中国市场提
质扩容的关键。

中国城镇化将激发的经济潜能
尤其受到海外关注。巴西瓦加斯基
金会专家夏华声认为，中国正处于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发展进程中，经济长期
向好。

截至2018年年末，中国大陆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为 43.37%。如果中国城市化
率进一步提升至70%，将有数以亿计
的人口进入城市，这意味着劳动生产
率快速提高、消费市场快速扩容，经济
增长潜力将得到巨大释放。

记者 俞懋峰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全球看好中国大市场容量与潜力
核心
提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压力挑战下实现平稳开
局，居民消费持续旺盛，投资增速平稳回升，凸显出强
大的国内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意义。各国有
识之士认为，中国大市场潜力加速释放，不仅为中国

经济发展增添底气，也将在中国和世界进一步加深融合过程中
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红利。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3 日电

（记者高攀 邓仙来）美国全国零售商
联合会、大豆协会等多家行业协会13
日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政府当天公布
拟对价值约 3000 亿美元的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关税清单，并敦促美中经贸
谈判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会长马修·
谢伊在声明中说，最新的关税升级对美国
经济来说是“太大的赌博”，将危害美国
就业并增加消费者成本。该协会敦促美
中经贸谈判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
皮罗在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已正式提
议对美国消费者最喜爱的技术产品征
收“消费税或关税”，包括智能手机、笔
记本电脑、电视、无线耳机、智能扬声
器等，这将令美国“极度糟糕”。

美国服装鞋袜业联合会会长里
克·黑尔芬拜因说，当美国政府不急于
与中国达成协议时，“它显然忙于对美
国消费者加税”。这将导致物价更高、
销量更低和就业损失，这种“自伤”行
为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

美国多家行业协会
反对对华加征关税

新闻链接 LIANJIE

上图：5月13日，人们走过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下图：5月13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 13 日大幅下跌。截至当日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617.38 点，收于

25324.99点，跌幅为2.3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69.53点，收于2811.87点，跌幅为2.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下跌269.92点，收于7647.02点，跌幅为3.41%。 新华社发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大跌

放狠话

特朗普13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
说：“我们将看看伊朗会做什么。如
果他们（针对美国）有任何举动，那
将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将遭
受严重损失。”

美伊之间的紧张状态近来持续
升级。美国向中东派遣“亚伯拉
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和一
支 B—52 型战略轰炸机特遣队，随
后部署一艘两栖攻击舰和一套“爱
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蓬佩奥13日访问比利时首都布
鲁塞尔，向欧洲盟友通报美方最新
举措，分别会晤英国、法国、德国外
交部长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

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伊朗威胁不
断升级，”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布
赖恩·胡克说，“国务卿想分享我们
公开言论背后的一些细节。”

忧冲突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13
日警告，美国与伊朗可能在原本不
稳定的海湾地区“擦枪走火”。

亨特会晤蓬佩奥前告诉记者，
“我们非常担心（美伊）意外冲突的
风险”……“双方实际都无意让局势
升级，最终却导致某种冲突”。

亨特同样担心，如果伊朗获得
核武器，中东地区可能出现核军备
竞赛，“我们需要确保最终不会让伊
朗回到拥有核武器的轨道上”。他

呼吁各方保持一段平静期，以便了
解彼此立场。

显分歧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欧洲认同
美国对伊朗的一些忧虑，如伊朗在
叙利亚内战中的角色，但仍然支持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认为那符合欧
洲自身安全利益。双方曾有密切协
调中东政策的传统，如今跨大西洋
关系却愈发暴露裂痕。

德国外长马斯避免公开批评美
国，说欧洲和美国都希望中东和平，
但欧美显然“采取不同方式……沿
着不同的路径”。

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
会晤蓬佩奥前敦促欧盟内部团结一
致，支持伊核协议。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费代丽卡·莫盖里尼说，欧盟将继续
支持伊核协议。

欧盟正试着建立一个新渠道，
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绕开美国制
裁，但事实证明建立这一渠道不
容易。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伊“剑拔弩张”欧洲担忧冲突
核心
提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3日警告，伊朗如果
袭击美方目标，将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国务卿迈
克·蓬佩奥当天与欧洲盟友商讨“不断升级”的伊朗
威胁。

欧洲认同美国对伊朗的一些忧虑，但仍然支持伊核问题全
面协议，认为那符合欧洲自身安全利益。

据新华社利雅得 5月 14 日电
（记者涂一帆）沙特阿拉伯能源、工业
和矿产资源部大臣哈立德·法利赫14
日说，沙特一条主要石油管道的两座
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
装当天称其使用无人机对沙特的“关
键设施”实施了攻击。

法利赫发表声明说，当天早 6 时
至6时30分，沙特一条主要石油管道
上两座泵站遭武装无人机袭击，袭击
导致8 号泵站起火，并轻微受损。目
前火势已被控制。

沙特一石油管道
遭无人机袭击

新华社华盛顿5月14日电 美国
总统特朗普13日宣布，将为美国航天
局2020财年的预算追加16亿美元，以
加速实现重返月球的计划。

美欲追加预算
加速重返月球

据新华社卢萨卡 5月 13 日电
（记者彭立军）坦赞铁路纪念园13日
在赞比亚卢萨卡省举行开工典礼。纪
念园占地2 公顷，由中国土木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承建。

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孙绍骋
在致辞中说，援赞铁路建设过程中，36
名中国专家献出宝贵生命，他们是中
国援赞人员的杰出代表，相信坦赞铁
路纪念园一定能够成为弘扬英烈精
神、传承中赞友谊、深化友好合作的重
要载体。

坦赞铁路纪念园
举行开工典礼

●欧洲商务孔子学院13日在巴
黎举行揭牌仪式。学院由北京
外国语大学与欧洲高等商学院
合作建立，旨在推广汉语言及文
化，推动中法经济交流和发展。

●据美国媒体13日报道，搭载
着游客的两架水上飞机当天在
美国阿拉斯加州凯奇坎附近的
乔治湾相撞后坠毁，已造成5人
死亡、1人失踪、10人受伤。救
援人员正在搜寻失踪者。

●沙特阿拉伯能源、工业和矿产
资源部大臣哈立德·法利赫13
日表示，两艘沙特油轮在阿联酋
水域遭“蓄意破坏”，导致船只
“严重损坏”。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3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从今年
年初至本月10日，美国麻疹病
例总数新增839例，这个数字已
创1994年以来年度麻疹病例数
的新高。在新增病例中，纽约市
的数量最多。

●欧盟委员会13日宣布，因世
界啤酒制造巨头百威英博公司
违反欧盟的反垄断规定，限制
其啤酒在荷兰和比利时之间的
跨境销售，对该公司罚款逾2亿
欧元。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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