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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與蓬佩奧通電話

敦促美方不要走太遠
【香港商報訊】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昨天
應約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通電話。王毅敦促美方儘快
改弦更張，並重申主張通過磋商解決經貿分歧，合作
是雙方唯一正確選擇。
王毅表示，美方近段時間在多個方面採取損害中方利
益的言行，包括通過政治手段打壓中國企業的正常經
營。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我們敦促美方不要走得太遠
了，應當儘快改弦更張，避免中美關係受到進一步損
害」。他說，歷史和現實表明，中美作為兩個大國，合
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雙方
應按照兩國元首確定的方向，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管控分
歧，在互惠互利基礎上拓展合作，共同推進以協調、合
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
王毅指出，中方一貫主張並願意通過談判磋商解決經
貿分歧，但談判應當是平等的。在任何談判中，中方都
必須維護國家的正當利益，響應人民的普遍呼聲，捍衛

松原發生 5.1 級地震
吉林省松原市昨天 6 時 24 分發生 5.1 級地震，
震源深度 10 千米。據當地政府通報，地震共造
成 476 人受災，緊急轉移安置 75 人，所幸暫無
人員傷亡和次生事故情況。
地震也造成嚴重受損房屋 33 戶，一般損壞
134 戶，直接經濟損失約 310 萬元。當地已啟
動應急預案 ，當地及周邊城市救援人員已攜
物資前往震中地區開展救援工作。
專家表示，根據區域構造特徵及歷史數據
等綜合分析 ，當地近幾日發生更大地震的可
能性不大。

中國發射第 45 顆北斗衛星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反對美涉台消極言論
王毅強調，中方已就近來美涉台消極言行表明堅決反
對的立場。我們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規定，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雙方還就有關國際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蓬佩奧通報
了美方對伊朗問題形勢最新發展的看法。王毅強調，中
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致力於中東地區無核
化與和平穩定。中國希望各方保持克制，謹慎行事，避
免緊張升級。王毅重申了反對美國 「長臂管轄」的原則
立場。

王毅昨天與蓬佩奧通電話，圖為此前兩人會面。

中國 17 日 23 時許在西昌發射中心成功發射
第 45 顆北斗導航衛星。該星是北斗二號工程
第 4 顆備份衛星，屬地球靜止軌道衛星，入軌
並完成在軌測試後 ，將接入北斗衛星導航系
統，為用戶提供更可靠服務 ，並增強星座穩
定性。
目前，北斗三號基本系統已完成建設。根據
計劃，2020 年 10 月前，由北斗二號、三號系統
共同提供服務；2020 年 10 月後，將以北斗三號
系統為主提供服務。

圍剿華為 自家電信商先受罪

美或發臨時許可 暫緩收網
（RAW） 」 曾 向 美
國政府寫信稱，由於
華為設備價廉物美，
一些企業已經對其產
生依賴，如果美國政
府執意要求更換供應
商，需要提供補助。
對此，美國商務部
發言人稱，該部門正
美商務部稱，正考慮發放臨時許可證，以免中斷美國部分地區現有的網絡運營和設備。
在考慮發放臨時的一
【香港商報訊】美國商務部此前將華為列入 「實體
般許可證，有效期為 90 天，以免中斷現有的網絡運營
清單」，試圖切斷其供應鏈，但此舉將導致美企蒙受
和設備。前美國商務部官員凱文‧沃爾夫表示，「這是
損失，這讓美方有所顧忌。外媒昨天報道，美國商務
為了防止使用華為設備的企業蒙受連帶損失。」有分析
部正考慮發放臨時許可證，縮減對華為的限制。不過
指，一些人口稀少地區的互聯網和手機服務供應商將
也有分析指，此舉是為幫助美企維持設備穩定，但華
會受益，如懷俄明州和俄勒岡州東部的供應商，他們
為仍不能購買美產零部件生產新產品。
近年一直從華為公司購買網絡設備。
代表美國中小電信商的美國 「農村無線網絡協會
不過有關報道指出，商務部之所以允許華為購買美

國商品，是為了幫助華為的客戶維持網絡和設備的穩
定，所以華為依然不能購買美國的零部件來生產新產
品。美國商務部的行為表明，華為供應鏈的中斷造成
的後果是立竿見影的，而且影響深遠，出乎意料。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限制華為的做法，不僅干擾華
為的正常經營，還將給美國芯片及電信設備企業造成
負面影響，引發美行業人士擔憂。這一舉動也立即給
美國硅谷的眾多科技巨頭和初創企業帶來負面影響。
17 日美股收盤時，英特爾、高通、博通等華為在美國
的供應商股價持續走低，反映市場對美商務部濫用出
口管制措施行為的普遍焦慮情緒。
目前，華為沒有就許可證事宜發表評論。

新一輪談判時間內容未定
中國近來對美中貿易摩擦採取了更加強硬的論調，
表明除非美國改變做法，否則恢復談判沒有意義。美
國財經頻道 CNBC 引述知情人士指，目前雙方會談陷

入僵局，下一輪談判時間不斷變化。 「兩國未清楚到
底要在談判中討論什麼」，雙方仍在找尋在談判中的
定位。中國此前多次重申，談判要遵循兩點，一是必
需要有原則、相互尊重及平等互利；二是要守信用。

美停徵加墨關稅 避「多線作戰」
【又訊】當地時間 5 月 17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
布，美國將取消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徵收的鋼鐵和鋁關
稅。外界普遍認為，此舉將為美墨加協定順利闖關各
國議會鋪平道路。
而在當天早些時候，白宮宣布推遲 6 個月就是否對
進口汽車及零配件加徵關稅作出決定。這份聲明說，
美國商務部 2 月提交的調查報告認為，進口汽車及零
配件威脅損害美國國家安全。
美聯社分析稱，特朗普政府當天的這兩項措施旨在
緩和與盟友在貿易領域的緊張關係，避免與歐盟和日
本可能發生的貿易衝突，避免 「
多線作戰」。

大灣區館展示粵港澳文產新業態
F518 分會場
搭台助文化出海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娜報道：5 月 17 日，深圳文
博會 F518 創意園分會場在園區創展中心舉行開幕儀
式，該分會場以 「聚核生態，全面連接」為主題，聚
焦文化+科技，構建全球產業鏈，多措並舉踐行 「走
出去，引進來」戰略，促進中國品牌提升國際影響。
在創新項目簽約環節，深圳創意投資集團構建跨國
平台，為持續提升中國品牌的國際競爭力，向世界輸
出中國品牌價值觀和中國文化提供助力。 「國際文化
科技創新中心」項目旨在為有跨國發展需求的優質文
化和科技企業搭建國際化發展的服務平台，為企業提
供品牌出海、技術落地、產業孵化、企業加速等全流
程一體化服務，幫助企業快速發展，助力地區產業轉
型升級。在國際合作上，深圳創意投資集團聯合荷蘭
奧派公司，圍繞中歐兩地數字娛樂、創意設計、動畫
等領域的產業融合與發展進行深度合作。
除此以外，深圳深知未來智能有限公司聯合英特爾
定製專用 AI 晶片，並在智能領域展開長期合作，同
時深知未來將旗下無人零售系列產品授權 Beyless 公
司在韓國進行銷售、新產品研發開展深度合作。

工藝美術大師陳水琴
作品展出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中國工藝美
術大師陳水琴作品展及中華民族傳統工藝——杭
繡現場技藝展示和講座系列活動 17 日在福田華
強北九方購物中心非物質文化遺產九方藝術空間
舉行。陳水琴工作室 50 餘件杭繡作品展出，包
含了國家級大師、杭州刺繡藝術領軍人物陳水
琴，省級大師王晨雲等多位杭繡藝術大師佳作。
展 覽 現 場 ， 陳 水 琴 的 雙 面 繡 作 品 「禽 鳥 系
列」、 「華彩繡」 《錦鯉睡蓮》、刺繡畫《牧
童放歌》等作品，吸引了不少參觀者駐足觀賞。
其中，《禽鳥系列》選自攝影照片，將杭繡傳統
針法互套針技法和亂針繡技法巧妙地結合起來，
獨創交叉套針技法，形成雙面一致的效果，將身
體各部位的毛毛刻畫得細緻入微，生動逼真，色
彩運用豐富、變化微妙，是陳水琴創作禽鳥系列
作品的精典之作。
陳水琴是杭州刺繡藝術的領軍人物，她創作的
作品數十次獲得中國工藝美術精品展金獎，被多
個博物館和收藏家收藏。陳水琴透露，正在醞釀
「
百鳥朝鳳」和 「百花齊放」系列。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曉蕾報道：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館是本屆文博會首
次開設的主題館，組織了粵港澳優質文化企業、創意設計企業和產品參展，也
是本屆文博會重點打造的展館。該館全方位展示了大灣區 「文化+科技」 「文
化+創意」 等新業態和創意設計產品以及大灣區文化產業協同創新成果。

體現大灣區協同發展
記者在展館看到，除了香港、澳門和廣東 9 個地
市，還有華強方特、絲路視覺、中鈔光華印製等企業
參展。透過文博會這個窗口，觀眾在觀展的過程中，不
僅可以了解到文化創意產品的設計理念和生產流程等，
亦能夠發現，大灣區的概念已經潛移默化地進入了生活
中。在香港館，最中間擺放的一套陶瓷器具吸引了不少
觀眾的目光。記者了解到，這套陶瓷器具是由香港設計
師團隊設計，江門工廠製作生產，深圳總公司進行線上
銷售，這一整個鏈條也體現了大灣區協同發展。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創企業代表，國家對外文化貿
易基地（深圳）音樂及音樂劇產業中心今年首次參與
文博會，亮相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館。該中心主任
崔元星告訴記者，中心立足深圳，輻射粵港澳大灣區
及南中西部地區，構建國內國際互動機制，將分期建
設 5-10 個站點，作為創作素材採集、培訓與排練基

地、展演平台。通過音樂節、文化論壇、音樂劇演出
等形式，讓音樂劇成為市民的生活方式，成為城市的
文化名片，打造大灣區的 「
百老匯」。

絲路視覺創造非凡視覺體驗
在展館的入口處，絲路視覺攜兩大明星展項亮相文
博會，第一個展位是一個由燈珠組成的方形矩陣，被
稱之為 「
夢立方」；另一個則是沉浸式的 「
視覺體驗空
間」，當觀眾走近時，屏幕會出現一個藝術化的影子，
與人的動作進行即時影像互動，展露出 「
生命之樹」。
此次絲路視覺還設計了多功能文化展項。一條由柔
性屏構成的 「珠江」靈動地流淌，意向地展現出粵港
澳大灣區的風採。而在柔性屏兩旁散落擺放的立體裝
置，代表了大灣區各個城市。這個展項還有 AR 增強
現實的互動體驗，觀眾拿起 IPAD，拍攝城市名稱，
屏幕上就會出現大灣區的動態模型，互動觀看城市影
片以及照片。

光明區時間谷文創港啟幕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鳳鳴報道：5 月 17 日上午，
文博會光明時間谷文化創意港分會場活動在光明區時
間谷開幕。本活動將沿用 「時尚文化 科技創新」的
主題，以四個活動區為板塊，十大活動為主打，體現
「中國鐘錶看深圳、深圳鐘錶看光明」的風采。

時間谷分會場共設四大活動區： 「
時尚文化 科技創
新」的開幕式主會場、弘揚鐘錶科普實踐的互動區、時
尚智能創意產品展區、鐘錶精密製造技術工藝流程展示
區，集中展示鐘錶文化產業核心層和科技融合的新產
品、新技術，推動產品國際化、科技化發展。

萬眾城分會場釋園區 「最潮生活」

【香港商報訊】記者常亮報道：文博會萬眾城家居
文化產業園分會場 17 日在龍華民治街道 「華園商業硅
谷」開幕。分會場活動在開場舞的引領下拉開序幕，
萬眾城集團董事長鍾華及嘉賓們分別致辭後，文博會
期間進駐項目品牌簽約儀式正式開始。當天開幕式上
共有 6 大簽約項目，其中奧特萊斯、新加坡設計聯
盟、巴黎時尚設計中心、樂八小城兒童主題公園 4 項

將進駐位於大浪時尚小鎮的萬眾城‧時尚創意谷，
NBA 籃球運動公園將進駐萬眾城家居文化產業園。
據悉，本次萬眾城分會場活動以 「灣區大時代、創
意新生活」為主題，將持續 3 天。以華園商業硅谷為
主場，萬眾城家居文創園為分場，舉辦十多場文化活
動，包括首展 「萬眾城與龍華共成長同發展」圖片
展、NBA 籃球運動公園開園以及系列展示等。

深技大成立書法藝術研究所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文博會期間，深
圳技術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揭牌暨聘任儀式在該校圖
書館舉行。中國生物技術發展中心調研員賈豐，中國
國際書畫藝術研究會副秘書長王曙章，深圳大學教
授、國家一級美術師馬波生等眾多書畫界專家學者齊
聚一堂、揮毫潑墨，共賀研究所成立。深圳技術大學
主任阮雙琛出席儀式，並為專家頒發了聘任證書。
深圳技術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的成立以來，邀請了

國內書畫界十多位知名專家擔任學術顧問與研究員，
主辦、承辦了多場書法研究活動、藝術沙龍，組織學
生參加了一系列知名書畫展覽，為專家學者以及師生
提供了交流書畫藝術、切磋技藝的平台。
深技大書法藝術研究所所長徐磊表示，書法藝術研
究所正式成立之後，將持續開展更多的學術交流與合
作，服務校園文化藝術的教育、普及、氛圍創建，為
中華特色文化藝術的國際傳播提供窗口。

富有特色的香港館。

「生命之樹」 吸引民眾駐足觀賞。
此外，本次活動還精選了 11 家重點企業及國內獨
立製錶人抱團亮相，在 「鐘錶區域品牌創新創意產品
展示廳」，展示的全都是企業最新的創意設計及智能
產品。在時間谷大家既可以觀看和欣賞鐘錶文化創新
創意產品，又可以近距離了解中國鐘錶時尚產業文
化、參與鐘錶智能產品設計互動。在開幕式上，還將
會有國內名模共同演繹和展示 「深圳手錶」區域品牌
的一大批創新創意產品。

國風+數字創新
讓新國風聯結新時代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曉蕾報道：文博會期間，
2019 國風+數字創意創新論壇在會展中心舉辦，來自
不同行業的多位領軍代表人物針對新時代新國風發表
了精彩的主題演講。
論壇上，騰訊遊戲副總裁侯淼指出，騰訊打造 「新
文創」戰略，並且今年全新升級 TGC 騰訊數字文創品
牌，還推出了旗下最大規模的文創 IP 主題線下體驗活
動。另外，騰訊還推出了全面升級的 「追夢計劃」，
探索遊戲跨界應用，挖掘遊戲正向價值。
論壇還舉行企業間簽約儀式，見證新文創領域的強
強合作。其中，華僑城歡樂谷集團與太平洋未來科技
兩家企業將攜手共造 MR 文旅融合新產業；遊迷天下與
太平洋未來科技將通過深度合作共同推動 MR 助力 「
活
化」歷史；遊戲陀螺與樂唯科技將在精品文創內容產
出、IP 授權與合作等新文創領域攜手開展深度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