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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宏观经济形势、多双边领域合作

刘鹤与美财长耶伦通话

王毅会见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

希望阿塔同“东伊运”划清界限

10月25日，人们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美国驻津使馆附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西方国

家对津制裁。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10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
约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多
双边领域合作进行了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世
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刻，中美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协调十分
重要。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
企业等问题的关切。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据新华社多哈10月25日电 当地时
间10月2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访问
卡塔尔期间在多哈会见阿富汗塔利班临
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

王毅表示，当前，阿富汗正处在由乱
转治的关键阶段，迎来真正掌握自身命
运、实现包容和解、推动国家重建的历
史性契机，同时也面临人道、经济、反
恐、治理四重挑战。克服这些困难，需
要国际社会更多理解支持，也希望阿塔
进一步展现开放包容，团结阿各民族、
各派别共同致力于和平重建，切实保护
妇女儿童权益，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建
设符合人民愿望、顺应时代潮流的现代

化国家。
王毅说，中方一贯尊重阿富汗主权、独

立和领土完整，支持阿人民自主决定国家命
运和选择发展道路。中方从不干涉阿内政，
从不谋取私利，从不谋求势力范围，坚定奉
行面向阿全体人民的友好政策，支持阿富汗
稳局重建的努力。中方重视当前阿国内面
临的人道主义困难，敦促美西方解除制裁，
呼吁各方理性务实同阿塔接触，助力阿走上
良性发展道路。中方愿继续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同国际社
会一道，帮助阿缓解暂时困难，实现经济重
建和自主发展。

王毅强调，“东伊运”是被联合国安理会

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对中国国家安全和领
土完整构成现实威胁，也对阿富汗国内稳定
和长治久安造成危害，希望并相信阿塔会彻
底同“东伊运”等一切恐怖组织划清界限，采
取有效措施坚决予以打击。

巴拉达尔介绍了当前阿富汗局势并表
示，阿大局可控向好，各级政府逐步建立，政
令畅通，正在努力工作以满足人民的需要。
阿将汲取历史经验，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包容性措施，扩大
政权的代表性，前政府大多数官员和专业技
术人员已留任，未来还将吸收更多各民族优
秀人才参与国家治理。阿塔愿加大力度保
护妇女儿童权益，不会剥夺其受教育和工作

权利。目前医疗机构、机场等场所的女性已
恢复工作，不少省初中级学校女生已复学，但
还面临设施不足、经费短缺等困难。希望中
方与国际社会加大对阿援助力度，帮助阿克
服人道主义危机，走上发展正轨。

巴拉达尔强调，中国是阿富汗重要邻国，
感谢中方在阿困难时期所展现的尊重和友
善。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是阿塔坚定选择，希
望加强各领域对华合作。阿塔高度重视中方
的安全关切，将坚决履行承诺，说到做到，决
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做危害
中国的事情。

在多哈期间，王毅还会见了阿富汗临时
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

美国等10个西方国家驻土耳其大使馆25
日分别发表声明，声称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中关于外交官不得干涉驻在国内政的条款。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随即表示，这10国大使先前直接针对土方主
权，土方不得不予以回应，10国使馆最新发

表的声明说明这些大使“已经收手”。他告
诫这些大使今后发表言论要更谨慎。

这10个国家是美国、法国、德国、加拿
大、挪威、瑞典、丹麦、荷兰、芬兰和新西兰。
10国大使本月18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土耳
其释放被土方指控参与2016年未遂政变的

商人奥斯曼·卡瓦拉。
土耳其外交部19日召见这些国家的大

使，谴责他们干涉土耳其司法系统。埃尔多
安23日说，他已指示外交部长宣布10国大使
为“不受欢迎的人”。
媒体评述，10国使馆的最新声明和埃尔

多安对此的表态标志着紧张局势降温，避免
了土耳其驱逐10国大使这一局面出现。

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喀土穆10月25日电（记者 马
意翀）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苏丹武装部队
总司令布尔汉25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并解除所有州
长的职务。

布尔汉当天在苏丹官方电视台播出的
讲话中表示，苏丹过渡政府中合作伙伴间的
分歧促使武装部队进行干预，以防止国家陷
入混乱。武装部队将继续实行民主过渡，直
至将权力移交给未来政府。布尔汉重申对
“宪法宣言”的承诺，但表示将暂停实施其中
和“自由与变革联盟”相关的条款。

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办公室25日发表声
明说，总理哈姆杜克当天早些时候在其位于
首都喀土穆的居所“遭绑架”。

据新华社平壤10月26日电（记者 江
亚平）据朝中社26日报道，在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之际，朝鲜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5日向
位于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陵园敬献花圈。

报道援引金正恩的话说，在朝鲜祖国解
放战争时期，中国党和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情
况下，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作出
了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派到朝鲜战场的战略
决断，给予了无私的革命支援，并以朝中两
国人民和军队团结的力量取得战争伟大胜
利，维护了朝中两国安全，用鲜血和生命在
朝中友谊史册上书写了光辉篇章。

报道说：“金正恩同志表示，朝鲜人民
将永远不会忘记，全体志愿军官兵在击退
帝国主义侵略的同一个战壕里，为帮助我
国革命而流下的鲜血和所建树的丰功伟
绩，以血肉纽带联结的朝中友谊，无论世
代交替也永不褪色、历久弥坚。”

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
平壤以东约100公里的山区，1957年正式
建成。该陵园占地约9万平方米，通过塑
像、碑文、浮雕、绘画等艺术形式展现了中
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形象，共有134名志
愿军烈士长眠于此。

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金正恩敬献花圈

外交部谈美南海核潜艇事故

美方有责任有义务详细说明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 董雪 温馨）针对美方

迟迟未就核潜艇在南海发生事故作出详细说明，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26日表示，美方作为当事方，有责任有义务详细说明事
件相关情况，回应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切疑虑。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军事网站The
Drive“战争地带”专栏近日发表文章，披露了一张卫星图片显
示，此前在南海与不明物体发生撞击的美国海军核潜艇“康涅
狄格”号目前停靠在关岛码头，或在进行评估和维修。事实上，
距“康涅狄格”号撞击事故已经过去三周多，但是美方对于这件
事背后的种种疑团至今没有给出任何说法。请问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赵立坚说，中方已多次对有关事件表示严重关切，要求美
方作出澄清。“然而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也只有美国军方拖
延许久才发表的语焉不详的简短声明，以及美方通过消息人士
证实的出事地点在南海。这种不负责任、遮遮掩掩的做法，让
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不得不质疑事件的真相和美方意图。”

赵立坚表示，长期以来，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
海兴风作浪，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和重大风险。中国
和其他南海沿岸国有理由要求美方回答：此次派出核潜艇悄无
声息地在南海潜航，究竟是要执行什么任务？这一次究竟撞上
了什么？为什么会撞上？是否造成核泄漏，给海洋环境带来核
污染？“美方作为当事方，有责任有义务详细说明事件相关情
况，回应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切疑虑。”

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宣布

解散过渡政府

10国使馆“收手” 土与西方“松口气”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扫黑风暴》第17、
18集 李丽涓甩掉了李成
阳安排的看守，独自来陈
建波处谈卖股份的事，董
耀借故离开。陈建波只拿
出1亿现金，李丽涓不同
意，被陈建波扣了下来。
李成阳四处打听李丽涓消
息，找到并顺利进入陈建
波绑架李丽涓的酒店，救
出李丽涓。李丽涓惊魂未
定，她终于告诉李成阳，马
帅和董耀身上背着人命
案，事发之后他们将其就
地掩埋在某个村子里……

天津卫视19:30

■《彩虹》第33—35
集 平安给陈富生送来好
消息，说举报的案子因不
符合实情被撤，陈富生却
高兴不起来，跟平安说自
己老了恐怕不能服众，平
安安慰陈富生。陈富生还
借机问起平安跟金凤的事
儿，平安明确表态让陈富
生死心……

天视2套18:25

■《木兰妈妈》第12、
13集 朝晖思儿心切，掉
进了仙人跳的陷阱中。骗
子把朝晖捉奸在床，勒索
5万元，朝晖无奈又不敢
给春桃打电话，只好找木
兰。木兰担心大哥的安
危，带着刚刚接过来的乡
亲们凑的 5 万元赶到宾
馆，结果5万元全被骗子
卷走。朝晖要木兰帮忙隐
瞒，为了大哥家的和睦，木
兰再次背了黑锅，只能对
朝阳和年老爹说，是自己
不小心弄丢了钱。没了
钱，鱼又都死了，一家人都
不知道怎么向鱼商交代，
木兰于是只身前往向鱼商
刘总解释……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致
敬大师，模唱经典，《模唱
大师秀》圆您一个舞台
梦。本期继续带来的是河
北梆子专场，登场的两支
队伍分别是古林里河北梆
子剧社和阳光河北梆子剧
社。两支队伍通过三轮演
唱比拼和戏曲知识问答，
决出最终胜出者，晋级下
一轮比赛。

天津2套20:45

■《今日开庭》苏先
生最近打了场维权官司。
因为他创作的视频作品让
某公司给盗用了，苏先生
决定要来法庭讨个说法。
不过，某公司并不认可自
己是盗用是侵权。那他们
各自的理由和证据又是什
么呢？

天津6套18:00

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扫黑风暴
（17、18）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彩虹（33—
35）20:45模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7:50 剧场：那座城
这家人（18—20）19:20剧
场：高大霞的火红年代
(20—23)22:15剧场:绝地
防线(20、21)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木兰妈
妈（12、13）

天视5套（106）

19:30 冰雪天津卫
天视6套（107）

18:30新说法19:20法
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顺
21:00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5多派玩儿动画
《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