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版编辑/马坚 版式/李鸳 校对/张进 2018年5月2日 星期三时事

镇江供电公司
5月3日停电检修信息

停送电时间 停电线路/配变 停电
范围

9:00-15:00 10kV宝堰线 18201开
关以下，至18202开关 镇江市京顺轧辊
有限公司、镇江市鼎盛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镇江市兴业纳米科技有限公司、镇荣
路北、宝堰集镇、宝堰集镇北街、宝堰农业
银行、锁厂新村

9:00-12:00 10kV泵房线 13883开
关以下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
司

9:00-12:00 10kV勤丰 244线煤安
公司支线（带电配合） 镇江煤安矿用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

昨天，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多米尼加共和国外长巴尔
加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
公报》。 新华社发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4
月 30日说，在朝鲜半岛非军事
区举行美朝首脑会面，是“令人
感兴趣”的想法，他与韩国总统
文在寅讨论过这处地点。

韩国总统府证实了特朗普
的说法，说非军事区是“非常有
意义”的地点。

【表达兴趣】

特朗普 30日两次提及非军
事区作为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会面地点的可能性。

他首先在推特上写道：“为
了这次会面，许多国家被纳入考
虑之中，但是北南边界的‘和平

之家’或‘自由之家’是不是比第
三国更有代表性、重要性和持久
性？”

稍后，他与到访的尼日利亚
总统穆罕马杜·布哈里在白宫共同
举行记者会，再次提到非军事区。

“我们正考虑多个国家，包括新加
坡。我们也提到非军事区、‘和平之
家’‘自由之家’的可能性，我觉得
这有令人感兴趣的方面。”

“和平之家”和“自由之家”
都是位于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
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建筑，其中前
者是文在寅与金正恩 4月 27日
举行韩朝首脑会晤的场地。

韩国总统府一名官员5月1
日证实，文在寅28日与特朗普通
电话时讨论了美朝首脑会地点并

“自然提及了”板门店。韩联社援
引这名官员的话说，“就弥合分

裂、树立新的和平里程碑而言，板
门店是十分有意义的地点”，也是

“最具象征意义”的地点。
就美朝双方可能会面的时

间和地点有多种说法。特朗普曾
说，可能5月或6月初会面；传闻
中的候选地包括新加坡、蒙古
国、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瑞典、瑞
士、芬兰。特朗普 27日说，备选
地点缩减至两个；新加坡总理李
显龙次日说，没有收到美朝在新
加坡举行首脑会面的正式申请。

【更适合“秀”？】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1日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
级官员和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特朗普一天两次提及非军事
区作为会面地点，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他上个周末一直在谈论这个

地点，包括与文在寅通话时。
特朗普 30 日在记者会上

说，对在非军事区会面感兴趣的
原因是，“你们会在那里”，“如果
一切顺利，当场就会有盛大庆祝
活动，而不用在第三国（举行）”。
按照他的说法：“所有人都希望
我们去（他们那里谈）。这可能会
是一次大事件。”

那名官员和消息人士说，持
续一整天的韩朝首脑会由电视
直播，特朗普很喜欢那些场面，
希望能作为首名与朝鲜领导人
会面的在任美国总统出现在那
类画面中。

美方官员仍在争取会面地
点定在新加坡，因为在非军事区
会面，会使美方看上去对朝方作
出妥协，而新加坡是更为中立的
地点。 据新华社电

我国在运核电机组
增至38台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据中国
核能行业协会最新统计，一季度，随着
田湾核电厂 3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我国投运的核电机组共38台，装机容
量达到 3693万千瓦。各运行核电厂
严格控制风险，继续保持机组安全稳
定运行。

该协会近日首次编制出版的《中
国核能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核电采用
当前最先进的技术，尊重全球最高的
安全标准。十多年来，我国在运核电
规模持续增长。在广东、福建、浙江和
海南等东南沿海省份，核发电量占比
超过15％，最高已超过25％。机组运
行安全稳定，总体运行业绩指标优良。

劳动节里劳动忙
昨天，中铁十九局职工在山东临

沂平邑县鲁南高铁建设工地上作业。
当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众多劳动
者坚守在工作一线，在劳动中度过节
日。 新华社发

江苏立法监管网络直播
公交地铁“电视”

据新华社南京5月1日电《江苏
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 日正式实
施。据了解，这部地方性法规针对媒
体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视听新业态缺
少制度监管问题，明确了一系列准入
和行为规范细则。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和信
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广播电视管理
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亟须立
法予以规范。为此，江苏省自2013年
启动立法计划、开展广泛调查研究，于
2018年正式出台了《条例》。

《条例》从准入、行为规范等方面
作了明确规定：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
听节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信息网络传
播视听节目许可，并在播出界面显著
位置标注经批准的播出标识、名称、许
可证号或者备案编号；持证平台不得
向未持证单位提供相关代收费以及信
号传输、服务器托管等金融和技术服
务；不得转播、链接、聚合、集成非法的
广播电视频道、非法视听节目网站的
节目等。

以美指责“核武意图”
伊朗斥责“老调重弹”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 4月 30日晚指责伊朗没有
放弃核武器计划并隐藏相关文件，
得到美国政府呼应。伊朗方面迅速
回应，称内塔尼亚胡的说法荒唐幼
稚，意在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
核协议的决策。

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内塔尼
亚胡展示了以色列情报机构从伊朗秘
密设施获取的文件，称之为伊朗隐藏
的有关核计划的“原子档案”。

美国政府同日发表声明呼应内塔
尼亚胡的指控，称这些信息提供了有
关伊朗试图发展由导弹运载的核武器
的新的细节，与美国认为伊朗有核武
项目的一贯立场相符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正在
对文件进行分析，伊朗储存相关文件
的动机十分可疑。

伊朗新闻电视台4月30日晚援引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希的话报道
说，内塔尼亚胡指控伊朗意图发展核
武器的说法荒唐且幼稚。内塔尼亚胡
只是在老调重弹，玩毫无根据的把戏，
意在影响特朗普对伊核协议的决策。

特朗普一直批评伊核协议存在诸
多漏洞并威胁退出。

伊朗一直回应称，伊核协议不可
能修改，自身弹道导弹发展计划也不
可能谈判。

美国务卿称“两国方案”
是解决巴以问题
的“可能方案”之一

4月30日，在约旦首都安曼，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在与约旦外交大臣萨法
迪（未见于画面） 举行的联合记者会
上讲话。正在约旦访问的美国新任国
务卿蓬佩奥4月30日表示，“两国方
案”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可能方案”
之一，最终解决办法应由巴以双方协
商决定。 新华社/法新

韩国拆除
对朝扩音喊话设施

昨天，在韩国坡州朝韩军事分
界线附近，韩国士兵拆除扩音喊话
设施。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4月27日在
板门店举行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
言》，宣布双方将为实现朝鲜半岛
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而努力。

新华社/美联

“特金会”将在朝韩非军事区进行？
特朗普：这想法“令人感兴趣”
韩官员：这地点“非常有意义”

中国和多米尼加建交

5月5日，是“千年思想家”马克
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

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其强大的生命力延续至今，其强大
的影响力传遍世界。

当前，西方社会危机频现，乱象
不断；而在世界东方，中国的社会主
义实践则在不断佐证和展示着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中国的
历史性成就，让世界对马克思的纪
念变得更加意义非凡。

马克思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洞
悉世事的智慧、科学精辟的预言，为
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
大思想武器，为人类谋求幸福指明
了方向。

1825年，英国爆发资本主义世
界第一次经济危机，引发席卷欧洲
的工人运动。

“极度贫富分化和穷人的艰难
处境让马克思开始思考社会公平正
义的哲学命题。”马克思故居纪念馆
馆长伊丽莎白·诺伊说。

《马克思传》作者弗·梅林这样
论述马克思的“初心”：不倦追求真

理源于马克思内心对人民最深厚的
情感，就像他自己说的，他不能背对

“苦难的人间”。
马克思在现实中寻找出路。他

通过对经济关系的解析，揭开了剩
余价值的秘密，挖掘出隐藏在资本
主义制度中的痼疾。

恩格斯评价说：“正像达尔文发
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
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
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
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
规律。”

1848 年 2 月，《共产党宣言》正
式发表，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
主义原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
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
言》一经问世，就在实践上推动了世
界社会主义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
历史进程。

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使社会主
义由空想成为科学，从思想上引领
了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追求自由解
放的伟大事业。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虽有

改良却无法克服其内在矛盾而陷入
周期性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再次佐证了马克思“两个必
然”的科学论断。

席卷欧洲大陆的抗议示威、直
指1％富人阶层的“占领华尔街”运
动……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下
层阶级爆发了，骚乱者产生的原因
是正在衰落的国家，和完全忽视这
群人的冷漠的政治阶层。”

“1％的人拥有，1％的人统治，
1％的人享受。”这是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施蒂格利茨对美国社会现状
的总结。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则坦
言，这样的问题，“马克思 100 多年
前已经预测到了”。

经济停滞、难民问题、选举困
局……西方各种乱象预示着，资
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
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
的背景下再次集中爆发。

危机的冲击波，让西方的道德、
制度和理论优越感面临挑战，曾鼓
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
不得不承认，“美式资本主义跌下了

神坛”。
在西方，不少人重新想起了马

克思，“马克思热”再度掀起：《资本
论》重新畅销，伟人现身荧屏。电影

《年轻的卡尔·马克思》让柏林电影节
主席迪科斯里克感慨“正当其时”。

500 年来，社会主义从空想走
向科学，虽经历波折，却最终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宣
告，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
由之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
义火种传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高
举真理火炬，成立了为共产主义而
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
在精神上找到了主心骨，中国发展
在方向上找到了定盘星。

中国共产党学习运用《共产党
宣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好增进
人民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
全面进步。

从一穷二白，到成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
超过30％；从科技落后到“天宫”上

天、“蛟龙”入海……中国用几十年
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
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中国奇迹。

百年沧桑巨变，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释放出改造世界的伟力。中国共
产党，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成
为《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
胜利召开，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成为引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
历史性成就，有力打破了“西方制度
优越论”神话，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繁
荣富强提供了新路径，为解决人类
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马克思
主义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用埃
及经济思想家塞米尔·阿明的话说，
今日中国，正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
命力和广泛影响力的现实写照。

据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述评之一：

东方风劲，扬帆新时代李克强将
正式访问日本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1日宣布，应印度尼西
亚共和国总统佐科·维多多、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
于6日至11日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
访问，赴日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
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