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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昨天
起对中国进行两天访问。这是金
正恩三个月内第三次访问中国，
也是他在“特金会”结束后首次
出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金
正恩时，赞赏他为实现半岛无核
化、维护半岛和平作出的积极努
力。金正恩则形容，中国是朝鲜
“伟大的友好邻邦”，习近平是
朝鲜“非常尊敬和信赖的伟大领
导人”。
　　中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
昨晚报道，金正恩昨天抵北京开
展两天访问，习近平同他举行会
谈时说，朝美领导人在新加坡举
行的重要会晤，迈出半岛核问题
政治解决进程的重要一步，他表
示中方将一如既往发挥建设性作
用。金正恩则说，如果朝美双方
能一步步扎实落实首脑会晤共
识，朝鲜半岛无核化将打开“新
的重大局面”。
　　谈到中朝双边关系，习近平
说，中国高兴看到朝鲜作出了将
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重大决
定，中方支持朝鲜走符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
　　中朝关系过去一年多来因中

国按照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加
大对朝施压而陷入低谷，但随着
今年半岛局势转圜，中朝关系也
正迅速回暖。除了金正恩在美朝
峰会前两次访华并会见习近平，
他上周出席新加坡峰会时还乘坐
了中国借出的专机，凸显中国在
半岛地缘政治的重要角色。
　　央视昨天引述金正恩说，感
谢中方一直以来的“真挚友好情
谊与宝贵支持”。他表示，将把
“牢不可破的朝中关系”提升到
新的更高水平。
　　根据央视画面，朝鲜统一战
线部长金英哲和劳动党中央副委
员长兼国际部长李洙墉等金正恩
亲信昨天列席会谈。金正恩的夫
人李雪主也继今年3月在华初登
国际外交舞台后，再次随夫访问
北京。
　　分析认为，金正恩此访可能
是要寻求中国支持解除部分对朝
的经济制裁。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院
长张慧智接受《联合早报》访问
时说：“朝美关系虽初现好转，
但在两国长期缺乏互信的情况
下，如果朝鲜没有中国和俄罗斯
的支持，平壤也很难直接同美国
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定。”
　　独立时评人邓聿文则判断，

在中美贸易战开打的背景下，积
极拉拢朝鲜将是中国同美对抗的
手段之一。
　　他说：“在中国的支持下，
朝鲜可以把弃核时间表拉得很
长，中方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默认朝鲜的有限度拥核，作为中
美贸易谈判的筹码。”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领导人

过去因安保和国内政局等原因，
出访的日程和路线都非常神秘。
不过央视此次在金正恩访华首日
就公布消息，而且还用了超过七
分钟的黄金新闻时段进行报道，
此举极不寻常。
　　张慧智分析，金正恩上周携
胞妹金与正等亲信赴新加坡出席
美朝峰会，显示他已成功巩固政

权，无须担忧出访时国内可能发
生政变。张慧智认为，金正恩正
在改变过去秘密、非正式出访的
朝鲜外交作业方式，逐渐转向一
个“正常国家”领导人出访所应
有的形象和礼节。朝鲜领导人今
后还可能频密出现在国际场合，
为朝鲜的积极外交开启新的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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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北京综合电）美
中贸易纠纷愈演愈烈，美国总统
特朗普周一恫言对额外2000亿美
元（约2710亿新元）的中国进口
商品加征10%关税，中国随即警
告将采取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
　　特朗普周一发表声明说：
“如果中国拒绝改变做法，这
些关税将在走完司法程序后生
效。”
　　特朗普说，他这么做是为了
报复北京上周宣布要对价值500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关
税。北京是在特朗普上周五宣布
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也宣布
采取对应行动。
　　特朗普的最新宣布令全球股
市纷纷退低，美元和人民币汇率
也疲弱。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威胁，中

国商务部发言人周二恫言，中方将
“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
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
　　发言人说，美方在推出500
亿美元征税清单之后又变本加
厉，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征税
清单。这种“极限施压和讹诈”
的做法，背离双方多次磋商共
识，也令国际社会十分失望。
　　他也指出，美方发起贸易
战，违背市场规律，不符合当今
世界发展潮流，伤害中美双方和
全世界的利益。 
　　美国和中国已经举行了几轮
贸易谈判，但仍未能化解美方对
中方的工业政策、开放市场程度
和高达3750亿美元的对华贸易赤
字的不满。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在底
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也抨
击中国的贸易惯例，称其具“掠
夺性”，还说中国近来声称将开

放经济根本“是个笑话”。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
贸易代表处正在为加征新税做准
备，在正式实施之前还需同之前
的关税一样通过一定的司法程
序，即公众咨询期、公开听证会
和进行修正。不过，他没有说明
将在何时公布新的征税清单。
　　瑞穗证券在日本的首席市场
分析员上野泰也说：“随着对华
鹰派人物如莱特希泽和纳瓦罗
（白宫贸易顾问）似乎在特朗普
政府中影响力越来越大，贸易战
全面爆发恐怕在所难免。”
　　根据美方数据，中国去年
进口了总值1298亿9000万美元的
美国商品，美国则购买了5054亿
7000万美元的中国货。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说，
这意味着中国很快就会无法找到
任何美国商品来实施报复性关
税。他说，中国不会因为美国宣
布要加征关税而修订其工业政
策，只有一场冗长而痛苦的贸易
战才能做到。
　　“正如我从一开始就说的，

只有美国的贸易措施规模够大，
持续够久，以至于威胁到外汇的

涌入，中国才会修订工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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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车用户往后可更便利充
电，新能源集团计划最迟2020年
底，设置本地最大公共电动车充
电网络，充电时间估计比现有充
电设备快二至六倍。
　　新能源集团昨天宣布将在全
岛各处设置500个充电点，其中30
个会率先在今年底投入服务。
　　与此同时，集团也宣布为购
买和安装充电设备进行招标。
　　集团总裁黄锦贤指出，这项
计划将能填补本地电动车市场现
有缺口。
　　根据陆路交通管理局网站的
数据，截至上个月底，本地有
354辆电动车。未来估计会有更
多人改用更节能环保的电动车，
为此，已有数个业者在本地提供
电动车充电设备，包括BlueSG和
Greenlots。
　　BlueSG商业与网络总监林贞
輗受询时透露，公司目前已在全
岛各地设置55个充电站共215个
充电点，不过这些充电点只供
BlueSG共享电动车用户使用。
　　该公司去年宣布，会在2020
年底前在全岛设置2000个充电点
（约500个充电站），不过只有
400个充电点会开放让一般公众使

用，其余充电点则保留给BlueSG
用户。
　　另外一个业者Red Dot Power
也计划最迟明年底在本地设置至
少50个充电站。
　　黄锦贤指出，新能源与其他
业者不同之处在于公司的充电网
络会是本地最大型的公共充电网
络。他说：“我们的网络不仅开
放让公众使用，也会遍布全岛各
地，充电时间也较快，这项计划
无疑是一个游戏颠覆者。”
　　本地现有充电设备以交流电
为主，这款设备的充电功率平均
为7.4千瓦（kW），充电时间长
达八个小时。

充电时间快二至六倍
　　相较之下，新能源的充电点
则由交流电和直流电两款设备组
成，功率介于22千瓦至50千瓦，
比现有设备的充电时间快二至六
倍，其中连接至直流电设备的
电动车最快能在30分钟内完成充
电。
　　本地目前大部分为交流电充
点电，直流电充电点不到五个。
新能源指出，公司计划设置的500
个充电点当中，超过100个为直
流电充电点，让更多用户快速充
电。

　　集团战略发展总监吴自强
说，为了让用户更容易充电，这
些公开充电点会设置在购物中
心、住宅区、商业园和工业区等
地。
　　用户日后只需下载公司的手

机应用并报名成为用户，就能通
过应用查询和预定充电点及付
费，也能随时查询充电情况。
　　至于付费系统，吴自强透露
公司将采用分层（tiered）付费结
构，详情会在日后公布。

　　不过他也透露，被发现在完
成充电后没有在限定时间内把车
开走的用户会被罚款，这是为了
确保其他用户之后能使用这些充
电点。
　　除了计划推出最大公共电动

车充电网络，新能源也已从前年
起逐渐将公司的服务车辆更换为
电动车。
　　目前已有30辆电动车投入服
务，它希望接下来能将公司所有
300多辆服务车辆更换为电动车。

02 2018年6月20日　星期三 焦点

新能源集团计划在2020年底之前在全岛各处设置500个充电点，让公众为电动车充电。（梁伟康摄）

特朗普说，如果中国拒绝改变做法，这些关税将在走完
司法程序后生效。他也说明他这么做是为了报复北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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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2020年底前设置
本地最大电动车充电网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右二）和夫人彭丽媛（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夫人李
雪主合影。（新华社）

这一回涉额外2000亿美元商品

美恫言加码征税中国要报复
　　（吉隆坡综合电）马来西
亚首相马哈迪说，随着政府对
一 个 马 来 西 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1MDB）弊案展开调查，检方
正研究对前首相纳吉作出多项提
控，其中包括盗用政府资金和贪
污。
　　他接受路透社的访问时表
示，马来西亚调查单位已取得足
够证据来对付涉及诈骗一马公司
和挪用数十亿美元公款的主谋。
　　马哈迪说，他预料执法单位
将在几个月内展开第一次逮捕行
动，并希望在今年底开庭审讯。
“我们尽可能努力加快脚步，我
认为，我们已取得足够证据立案
并进行检控。”
　　他形容纳吉在一马公司案扮
演核心角色。他说：“他必须为
一马公司负全责。没有他的签名
任何事都不能做。我们有他为一
马公司进行交易的所有签名。所
以，他必须负责。”
　　马哈迪表示，调查人员正研
究拟出“多条控状”来提控纳
吉，这些控状将是纳吉在担任首
相期间涉嫌滥用权力，其中包括
挪用公款、盗用政府资金、令政
府亏钱及贪污等控状。此外，纳
吉还利用政府资金行贿，所有这
些违法行为。

马哈迪：有不少钱 
落在罗斯玛手中
　　他指出，纳吉夫人罗斯玛也
被调查是否涉及一马公司案。
“相信有不少钱落在她手中。我
们知道这些，但要找出证据有点
困难，因为她没有签署任何文
件，纳吉则签了不少文件。”
　　询及涉案人士的身份，马哈
迪直接点名纳吉、刘特佐和其他
几个人。他说：“当我们上庭
时，我们已掌握足够的证据。我
们不能输掉这场官司。”
　　针对马哈迪的指责，纳吉昨
日否认干下任何违法勾当，他
说，即使他在一马公司若发出任
何不合法的指示，管理层及董事
部没有义务去执行。“对我来
说，我并没有做出任何我认为属
于非法的行为。”
　　根据美国去年提出的民事诉
讼，一马公司被挪用逾45亿美元
（约61亿新元），并通过美国和
多个国家如瑞士、新加坡及卢森
堡的银行洗钱，其中约7亿美元汇
入纳吉的私人银行账户。
　　据悉，当局可能援引刑事法
典洗黑钱及挪用公款条文来提控
纳吉。根据洗黑钱指控，一旦罪
名成立，可被判入狱15年及面对
洗钱金额至少五倍的罚款。至于
挪用公款，则可被判入狱五年、
罚款和鞭笞。　　

马政府将以
多项罪状
提控纳吉

特金会结束后首次出访　
金正恩赴华三见习近平

沪深两市千只股跌停
　　（北京／上海综合电）
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冲击，
中国A股四大股指昨天全部大
跌，沪深两市跌停（10％跌
幅）个股超过1000只。具有
代表性的上证综指跌近4％，
盘中一度跌破2900点大关，
全日跌幅创近两年新低。
　　昨天是大中华市场在中
美贸易摩擦升级后的首个交
易日。截至昨天收盘，上证
综指报2907点，跌幅3.78％。
此前收盘低点为2016年6月24
日的2854点，昨天盘中最低
跌至2871点。
　　上证综指昨天的跌幅也
创逾四个月最大单日跌幅，
此前的纪录为今年2月9日的
4.05％。深证成指则报9414
点，跌幅5.31％；中小板指报

6488点，跌4.82％；创业板指
报1547点，跌幅5.76％。
　　盘面上看，行业板块全
军覆没，商贸代理板块领跌
各大指数。通信板块跌幅超
过6％，钢铁、电脑、电子等
板块的跌幅也都超过5％。
　　港台股指也重挫，恒生
指数收跌2.8％，台股指数跌
1.7％。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昨晚
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
说，昨天股市波动主要受情
绪影响，“既然是市场，就
会有涨有跌，投资者应该保
持冷静，理性看待”。
　　易纲重申，当前中国经
济基本面良好，经济增长的
韧性增强，中国的资本市场
有条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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