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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
出席 8日在东京举行的日美韩
三国外长会议。蓬佩奥与日本
外务大臣河野太郎、韩国外交
部长官康京和表示，三国再次
确认将继续紧密合作，以实现
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并拆除弹
道导弹。

8 日上午，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在首相官邸与蓬佩奥举
行会谈。安倍指出，朝鲜核、导
弹以及“绑架人质”问题的解
决，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同
时对地区和平与稳定也极为
重要。他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美朝领导人会晤中提及“绑架
人质”问题表示感谢，并表示

日美今后将为解决这一问题
紧密合作。

在随后举行的日美韩三国
外长会议上，蓬佩奥就他此次
朝鲜之行与朝鲜方面的磋商内
容进行了说明，并表示在朝鲜
弃核时间表方面的磋商取得

“一定进展”。三国外长重申，为
了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并

拆除所有弹道导弹，日美韩三
国将在美朝领导人会晤基础
上，继续加强三方合作，最终实
现美朝领导人会晤中提出的目
标。

在日美韩三国外长会议
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蓬佩奥
表示，朝鲜必须首先完成无
核化承诺，并指出对朝制裁

仍将持续，直至朝鲜方面完
全实现可验证的无核化。河
野则表示，日美韩三国再次
确认，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三国今后继续加强合作的
决心绝不动摇，日本希望与
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继续履
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朝鲜
实施的制裁。

普吉游船倾覆事故开通中文服务热线
据新华社电 经中方推动，泰国普吉府政府8日

起专门设立两个 24 小时中文热线电话：0066－
76685394、0066－76685395，为 7 月 5 日发生的普吉
游船倾覆事故遇难者家属提供咨询服务。泰外交部
领事司认证处将派员赴普吉现场办公，为遇难者家
属办理“死亡证”泰方认证提供便利。此外，中国驻宋
卡总领馆已于7月6日开通普吉游船倾覆事故24小
时证件服务绿色通道，方便涉事游客及家属办理旅
行证等相关事宜。热线电话：0945956158（国内请拨
打0066－945956158）。

据新华社电 中国驻
泰国大使吕健8日中午说，
泰国警方及有关部门已经
对普吉游船翻沉事故正式
立案调查，中方也将参与
相关调查。

中泰双方当日在设立
于普吉岛查龙湾码头的救
援指挥中心召开首次联合
新闻发布会。吕健说，泰国
总理巴育高度重视此次事
故的相关处置，要求泰方
与中方保持密切合作，中
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只
要还有失踪人员，搜救就
不会停止，只要有百分之
一的希望，就会尽百分百
的努力。

吕健表示，中方工作
组将密切配合泰国政府及
军方的救援工作，希望泰
方尽快推进搜救工作取得
进展，尽快调查事故原因，
尽快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他还表示，希望泰国进一
步完善旅游环境和管理，
使中泰旅游合作在未来进
行得更加顺利。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
威拉萨表示，目前仍在 72
小时黄金救援期，泰国政
府将全力搜救失踪人员，
并全力调查事故原因。中
方在救援人员及设备方面
给予了大力协助。

普吉府府尹诺拉帕介

绍，泰方搜救人员8日将主
要展开潜水救援以及海面
和空中搜救。普吉府已经
向相邻的甲米府和攀牙府
提出协助请求，扩大搜救
范围。

普吉府警察局局长提
拉蓬表示，警方初步调查
确定失事船只的两名船长
为嫌疑人，对事故负主要
责任。警方已经传唤两名
嫌疑人进行进一步调查，
同时还将扩大调查范围，
包括寻找更多目击证人。
据诺拉帕透露，目前已将
全部气象资料及港务厅批
准船只出海的信息交由警
方调查处理。

据悉，当地有关部门
已经起诉两名涉事船长，

“凤凰”号船长被诉因疏忽
造成他人死亡，“艾莎公
主”号船长被诉因疏忽造
成他人身心受损害。

当地时间 5日 17时 45
分左右，“凤凰”号和“艾莎
公主”号在普吉岛附近海
域突遇特大暴风雨，船只
发生倾覆并沉没。“凤凰”
号上载有 105人，“艾莎公
主”号载有42人，两船上共
有 127名中国游客。截至 8
日下午，翻沉事故的总遇
难人数升至 42人，仍有 14
人失踪。死亡和失踪人员
均来自“凤凰”号。

据新华社电 美国 6日开始
对 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
税，这只是美近期频频加征或考
虑加征关税的举动之一，企业界
越来越担心美国这种征税行为
严重干扰全球供应链和贸易流。

在这 340 亿美元产品清单
中，有约 200多亿美元产品是在
华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其中，
美国企业占有相当比例。“美方
措施本质上打击的是全球产业
链和价值链。”中国商务部发言
人日前表示。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的分析显示，美国从中国

进口的将近三分之二商品来自
外资参股企业，这可能让美国针
对中国的关税举措超出其打击
目标范围。摩根士丹利也警告
说，全球贸易可能因特朗普政府
的关税政策受到严重破坏，因为
三分之二的贸易商品与全球价
值链相关联。

从钢铝、汽车到其他各类
商品，美国的保护主义大棒让越
来越多的企业忧心忡忡。英国
《金融时报》援引业内人士消息
称，宝马、大众、戴姆勒等德国三
大车企高管日前共同面见美国
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

表示如果美国不对欧盟汽车加
税，他们可能联合承诺保持对美
投资水平不变。《金融时报》说，
这一承诺实际上暗含一个威胁，
即如果美国坚持对欧盟汽车加
税，三大车企可能撤走在美国的
投资。据悉，德国车企在美国开
设的工厂约300家，雇员近12万
人。另一汽车巨头沃尔沃汽车
公司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投产
的工厂日前落成，但沃尔沃总
裁汉肯·塞缪尔森却担心愈演
愈烈的国际贸易摩擦会让新工
厂效益难以达到预期。

但是当下，开放的贸易体系

遭遇挑战，企业赖以生存的全球
供应链遭到破坏。美国政府的贸
易保护主义迫使贸易伙伴反击。
美国向全世界开火的同时，也在
伤及自身。

作为美国制造业代表的摩
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公司日
前表示，为躲避欧盟对美国的关
税报复，决定将部分生产从美国
转向海外工厂。

影响甚至波及到了乐器制造
行业。美国知名乐器制造商穆格日
前在致客户的邮件中说，特朗普政
府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将“立
即大幅增加乐器制造成本”，公司

极有可能被迫裁员，甚至不得不将
部分生产转移到海外。

美国“奶酪之州”威斯康星
州的奶酪产业也损失惨重。美国
奶酪的最大出口市场墨西哥 6
月初对包括奶酪在内的美国进
口商品开征报复性关税，同时增
加对欧盟奶酪的进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曾
发出警告：美国的关税举措可能
会激起来自贸易伙伴的一连串
报复措施，可能中断全球和区域
供应链，对一系列国家和美国跨
国企业造成破坏性影响。这样的
警告正在变成现实。

10日天宇将上演奇特天象

金星“约会”轩辕十四
据新华社电 天文专家介绍，7月10日天

宇将上演大行星金星“约会”亮恒星轩辕十
四的奇特天象。金星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
和月亮之外最亮的自然天体。轩辕十四是天
空中 21颗明亮的恒星之一，有“皇帝星”之
称。据介绍，进入 7 月，日落后金星由西北
方天空转入西南方天空，亮度约－4 等，
有利观测。10 日晚，轩辕十四会出现在明
亮的金星附近。有条件的公众可借助大
口径的天文望远镜观赏此次双星相会。

20款恶意扣费APP
存在私自扣费等风险

据新华社电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近日
曝光了“消失的方块”“弓箭手大作战”“马里
奥”等20款Android恶意扣费类程序，其中以
游戏类手机应用为主。这些恶意程序存在私
自扣费、推送广告弹窗的风险，对用户的手
机使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受害人马先生在手机网页上看到一款
小游戏“消失的方块”，出于好奇，他下载了
该软件并尝试了一把。结果一局游戏还没结
束，手机屏幕上就弹出了十多个广告，甚至
他不小心点到一个弹窗后没过多久，手机就
收到了来自运营商的扣费通知短信。

据专家分析，马先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
情况，主要是因为“消失的方块”软件内潜藏
了木马病毒，通过推送广告弹窗诱导点击，在
用户不知情时进行恶意扣费。常见的恶意扣
费形式主要分为明扣和暗扣两种，与明扣相
比，暗扣的方式更为隐蔽，让用户难以察觉。

印度雨季来临
交通事故频发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提醒中国
公民赴印注意安全

据新华社电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8日在
其网站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来印度旅游
注意安全。公告说，进入盛夏以来，印度各地
雨季先后来临，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及
流行疾病案例有所增长，交通事故频发。公
告提醒赴印游客应遵守当地交通法规、注意
交通安全，并加强卫生防护、注意疾病预防，
如有发热、头痛、呕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同
时，遵守印法律法规和风俗，避免对当地宗
教、风俗有不礼貌的言语或行为，并配合当
地执法人员检查。

多国企业抱怨美加征关税
严重干扰全球供应链和贸易流

泰国已对普吉游船翻沉事故正式立案调查

两名涉事船长被起诉

日美韩外长会议再次确认将紧密合作

7月8日，在泰国普吉，来自中国民间的公羊
救援队与普吉蓝海中国参与救援。 新华社 发

（新闻链接）

7月8日，中国救援
队加入泰方组织的救援
打捞工作。

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拆除弹道导弹

2018年6月中山城区

自来水水质通告
广东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中山监测站

备注：标准依据《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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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南粤风采”26选5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078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6）、（07）、（09）、（18）、（19）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078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03）、（10）、（14）、（17）、（18）、（30）
蓝色球号码：（12）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82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3）、（2）、（9）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82期开奖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02）、（07）、（11）、（13）、（20）、（27）
特别号码：（01）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好彩1”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82期开奖
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01）、（鼠）、（春）、（东）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双色球盛夏狂欢,你中奖我买单: 7月3日至8月30日期间，
彩民凡在市内福彩投注站采用“7+1”、“8+1”、“9+1”三种复
式投注方式，购买双色球彩票且中奖的，兑取中奖奖金时返还
等额的购彩金或等值的双色球彩票。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中
国福利彩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7月8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8182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4、0、0
“排列五”中奖号码：4、0、0、1、1
兑奖时间从2018年7月8日起至2018年9月6日止。

“7星彩”第18078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3、4、8、8、0、1、4
兑奖时间从2018年7月8日起至2018年9月6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7月8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