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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抵达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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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呼和浩特市地铁一号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15%国有股权转让
满洲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100%国有股权
包头联方高新技术有限公司50%国有股权
包头联方高新技术有限公司16%国有股权+债权
内蒙古磁悬浮技术开发有限公司20%国有股权
内蒙古普尔能源新技术开发应用有限公司20%国有股权
内蒙古瑞宝黄芪有限公司12.5%国有股权
内蒙古科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7.27%国有股权
阿拉善盟金峰冶炼有限责任公司100%国有股权转让
阿拉善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阿拉善盟利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100%国有股权加债权转让
赤峰经济开发区发电有限公司25%国有股权
赤峰经济开发区发电有限公司65%国有股权转让
内蒙古振泽投资有限公司49%国有股权
呼伦贝尔粮食收储库玉锦粮油有限公司51%国有股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

250000万元
1000万元
200万元
200万元
1000万元
100万元
800万元
300万元
1460万元
1950万元
6亿元
6亿元
3000万元
100万元

转让底价

37500.5625万元
1429.6万元
456万元
329.87万元
219.5万元
15.1万元
33.5万元
27.62万元
2019.09万元
4384.28万元
预披露中
预披露中
预披露中
预披露中

新华社消息 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2月26日
抵达越南，将对越南进行
正式友好访问并在河内与
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
晤。

据越通社报道，金正
恩乘坐的火车当地时间26
日上午抵达越南北部谅山
省同登火车站，多名越南
官员和大量当地民众到火
车站迎接。直播视频画面
显示，金正恩随后乘轿车
离开车站。

据朝中社此前报道，
金正恩23日下午乘坐专列
离开平壤，启程参加定于
27日至28日在河内举行的

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和
会谈。

朝中社还说，应越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
富仲邀请，金正恩将对越
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耿学鹏 陶 军）

■新华时评

从意愿到行动，
朝美相向而行
是关键

文/新华社记者 陆

睿 杜白羽

本月27日至28日，美

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将在越南河

内举行会晤。外界期待双

方能够缩小分歧、扩大共

识，就推动实现朝鲜半岛

无核化与半岛持久和平、

改善美朝关系等问题取得

新突破。

去年6月12日，两国领

导人在新加坡实现了朝美

在任领导人历史上首次会

晤。双方宣布将努力“建立

新的朝美关系”以及“构建

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

制”。特朗普承诺向朝鲜提

供安全保障，金正恩重申

对“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的承诺。

众所周知，半岛核问

题的关键是朝美矛盾，而

朝美关系的症结在于互信

匮乏。去年，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半岛持续已久的紧

张局势出现重大转圜。如

果说新加坡会晤让敌对了

近70年的朝美双方展现出

平等相待、坦诚对话的意

愿，那么河内会晤则为双

方进一步以行动践行承诺

提供了重要契机。

从新加坡到河内，为

落实朝美领导人首次会晤

达成的成果，两国高级别

官员频频互动，但因在无

核化步骤、解除对朝制裁

和签署终战宣言等议题上

存在分歧，对话一度陷入

停滞。

朝鲜已采取一系列实

际行动推动朝美关系缓

和，如释放扣押的美国公

民、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

移交美军士兵遗骸等，并

明确表示如果美方做出相

应行动，朝鲜会采取更多

措施，如永久废弃宁边核

设施等。但迄今朝方的行

动并未换得美方对等回

应，给朝美间的良性互动

蒙上阴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朝鲜半岛无核化不会

一蹴而就，中方主张分阶

段、同步走、一揽子解决的

推进思路是考虑各方诉求

的建设性倡议。唯有朝美

双方以善意回应善意，以

行动对应行动，将承诺化

为实质举措，才可能在和

平解决朝核问题、建立新

的美朝关系道路上迈出更

大步伐。

珍惜并保持当前朝美

对话势头、将合作共识转

化为具体行动始终是正确

的前进方向。美朝应秉持

诚意、相向而行，以一步步

切实措施积累信任、消弭

猜疑，为持续推动半岛和

平进程取得新进展，为加

快促进半岛和平繁荣注入

新动力。

新华社消息 日本冲
绳县民众2月24日在公民
投票中以压倒性票数否决
驻日美军基地“县内搬迁”
方案。冲绳县政府25日敦
促中央政府遵从民意，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却说，搬
迁工程将如期推进，“不能
再推延”。

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
25日在记者会上说：“我们
希望推进（基地新址）建
设，同时以礼貌和诚恳的
态度向冲绳县居民解释
（迁址必要性），寻求他们
的理解。”

安倍说，对冲绳民众
24日公投时显现对美军基

地的反感情绪，他“真诚”
接受，答应继续“尽一切努
力，减轻美军基地加诸冲
绳居民的负担”。

日本共同社报道，冲
绳普天间美国海军陆战队
航空基地是美军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至1972年占
领日本冲绳县时期的“遗
产”。许多冲绳居民长期希
望普天间基地迁出冲绳
县，抱怨冲绳县土地面积
占日本领土百分之一，却
容纳大约4.7万驻日美军人
员的一半以上，使县内居
民生活和生态环境承受压
力。

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

25日说，公投结果显现冲
绳民众的“坚定意愿”，中
央政府应予“接受”，“立即
停止（基地新址）施工”。冲
绳县政府一名官员说，玉
城准备29日赴首都东京，
向首相府和美国大使馆通
报公投结果并寻求“对
话”。

日本国会定于今年7
月举行参议院选举。日本
广播协会（NHK）2月所作
民意调查显示，安倍所属
自由民主党所获支持率为
大约37%，大幅领先在野
党。分析人士因而推测，冲
绳公投结果不足以让安倍
政府改变立场。（沈 敏）

夕阳美
2月25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情人崖，一对情侣欣赏

日落景色。情人崖雄奇险峻的风景吸引着许多游客前来参

观游览。 摄影/新华社记者 杜 宇

新华社消息 伊朗外
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
扎里夫25日宣布辞职。

扎里夫25日晚通过社
交媒体发布消息说，非常
感谢伟大而勇敢的伊朗人
民和伊朗政府同仁过去67
个月里的慷慨大度，“我诚

恳地为我无法继续效力以
及任职期间所有的不足表
示歉意”。

扎里夫是伊朗资深外
交官，曾担任伊朗常驻联
合国代表等职务，2013年8
月出任伊朗外长。扎里夫
任内代表伊朗参加伊核问

题谈判。2015年7月，伊朗
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

德国）达成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2018年5月，美国总
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
核协议，重启对伊制裁。

（马 骁 穆 东）

新华社消息 德国司
法机构2月25日向宝马集
团开出850万欧元（约合
6455.5万元人民币）罚单，
惩戒这家汽车制造商“在
质量控制方面管理不善”，
导致柴油动力车尾气排放
超标。

慕尼黑检察官认定，
宝马集团违规只是“失
误”，不同于它的竞争对手
德国大众集团“蓄意造
假”。

德国政府2018年年初
启动调查宝马，怀疑这家
车企在柴油车内植入“作

弊器”，以期通过尾气测
试。这一类型的宝马车在
实际公路行驶过程中排放
超标。

与宝马集团不同，大
众汽车集团2015年承认，
销往全球的1100万辆柴油
车内植入“作弊器”，德国
司法机构因而罚款10亿欧
元（75.9亿元人民币），旗下
豪华汽车品牌奥迪汽车公
司另外缴纳罚款8亿欧元
（60.8亿元人民币）。德国司
法机构上周宣布，已经启
动调查戴姆勒汽车集团相
似情况，涉及旗下梅赛德

斯-奔驰品牌70万辆柴油
车。

相比两大竞争对手，
宝马集团涉及“异常”的车
辆不足8000辆。调查人员
相信，“汽车控制软件中对
应于尾气处理部分的标注
有误”，致使公路行驶排放
量上升。德国司法机构认
定，“全面调查”没有发现
人为设计的“作弊器”，也
没有发现宝马内部员工有
作弊企图，症结是“企业没
有能建立合适的质量控制
体系”，以预防失误或事后
纠错。 （田 野）

宝马汽车“疏忽” 在德被罚6455万

伊朗外长扎里夫宣布辞职

不惮民意 安倍执意推进美军基地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