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美日两国政府
7 日在美国白宫正式签署了贸易
协定。 根据该协定， 日本将调降
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税率， 美国
也将对日本农产品削减关税，同
时进一步开放相关市场。 但这一
协议不包括汽车产品， 相关磋商
将继续进行。

减免农产品关税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贸易协

议由日本驻美大使杉山晋辅和美
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签署， 预计
最快将于明年 1 月 1 日生效。

根据贸易协定， 日本针对多

数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税率将降至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CPTPP） 的水平。 日本将
对价值大约 72 亿美元的美国食
品和农产品减免关税， 包括降低
牛肉、猪肉和小麦等产品的税率，
免除杏仁和胡桃等产品的关税。
美国将对价值 4000 万美元的日
本农产品削减关税， 同时放松进
口日本牛肉的关税配额限制。

有媒体报道称， 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严重
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 出席签
署仪式的特朗普表示， 该协议对
日美双方而言都是巨大的成功。

据共同社报道， 去年年底生

效的 CPTPP 以及日本与欧盟的
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在冲击日本国
内市场， 日美贸易协议进一步招
致日本农民抱怨廉价农产品涌入
市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7 日在
日本国会说， 政府将采取所有可
能的措施解决农民的关切。

据悉，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以前，前总统
奥巴马与日方约定， 美国出口日
本大米每年享受至多 7 万吨免税
额。 日美贸易新协定将删除这一
约定。 日方认为， 此举将在一定
程度上保护日本国内农业。 共同
社报道， 特朗普政府不太关注大
米出口免税事项， 缘由是美国大

米主要产地加利福尼亚州一向是
民主党票仓。

美日官员 7 日还签署了一份
关联电子贸易的协议， 同意对影
片、 音乐和电子书等数码产品征
税， 并扫除跨境数据传输方面的
障碍。 协议所涉及的电子产品贸
易额约为 400 亿美元。

市场期待更广泛协议
日美贸易新协议把汽车产品

排除在外， 美国维持对日本汽车
和零部件 2.5%关税税率。据美联
社报道， 美日新协议没有解决双
方对汽车产品关税问题的分歧，

日本汽车制造商对美国维持征收
日本汽车 2.5%的关税感到失望。
共同社报道，如果美国留在 TPP，
输美日本汽车原本可以免税。

特朗普 2017 年 1 月就任美
国总统后宣布退出 TPP， 日美去
年 9 月同意启动双边贸易谈判
后，日方坚持在 TPP 约定税率范
围内与美国谈判。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
希泽说， 美日将在下一轮谈判中
解决进口汽车关税事宜， 谈判预
期明年 4 月开始 。 共同社报道
称， 日方将寻求完全免除汽车和
零部件关税， 但获美方同意的可
能性不大。

瑞典皇家科学院 8 日发布新闻公
报说， 来自美国的詹姆斯·皮布尔斯因
宇宙学相关研究获奖，来自瑞士的米歇
尔·马约尔和迪迪埃·奎洛兹因首次发
现太阳系外行星获奖，今年的获奖者改
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看法，帮助“我们理
解宇宙演化和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公报说， 皮布尔斯对宇宙学的洞
见丰富了整个领域的研究， 成为当代
宇宙学的基础。 马约尔和奎洛兹探索
了我们宇宙邻域的未知行星， 他们的
研究指向一个永恒的问题： 地球之外
是否还有生命存在？

许多科学先驱都曾预言， 满天繁
星中， 一定有许多恒星也拥有绕它们
旋转的行星。 然而那些行星距地球太

过遥远，所反射的光又太过微弱，想要
“看”到它们并不容易。

直到 1995 年，马约尔和奎洛兹基
于恒星会因行星引力变化而产生微小
摆动的理论， 才宣布首次在太阳系外
发现一颗行星。这颗绕着约 50 光年外
飞马座内类日恒星“飞马座 51”运转
的行星被命名为“飞马座 51b”，它是
一颗与太阳系最大行星木星相仿的气
态行星。 有人认为这颗行星的发现为
人类寻找宇宙中的伙伴带来了新希
望。

人类还有一个永恒命题就是“从
哪里来”。 正是以皮布尔斯为代表的一
批科学家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奠定
的基础，让宇宙学成为一门现代科学，

并迎来了长达 50 年的“黄金时代”。
皮布尔斯不断完善他提出的理论

框架， 最终帮助塑造了我们对于大爆
炸以来宇宙形成和演化的基本认知。

大约 140 亿年前， 宇宙在大爆炸
之初是炙热而密实的。 自那以后，宇宙
开始不断扩张、变冷。 大爆炸约 40 万
年以后，宇宙开始变得“透明”，光线得
以穿梭其中。 就在这早期辐射中，记录
着关于宇宙诞生和演化的秘密。

利用他创建的理论工具和运算方
法， 皮布尔斯将宇宙诞生之初留下的
“蛛丝马迹”成功“解码”。 根据他的理
论可以推算出， 宇宙中 95%都是神秘
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而我们通常观测
到的普通物质只占 5%。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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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 5 个多月的北京世园会将
于 10 月 9 日闭幕。 北京世园会组
委会 8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通报， 这场国际园艺盛
会累计接待入园游客 934 万人次。

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世园会组
委会委员、执委会副主任王红介绍，
北京世园会在 503 公顷土地上营造
百余个风格迥异、形态多样的“园中
园 ”， 同时保留和新增树木 23 万
棵， 荟萃国内外园艺精品 8000 多
种， 集中展示了 820 多种蔬菜、果

树、中草药，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理念。

记者从北京世园会组委会获悉，
北京世园会闭幕式 10 月 9 日晚举行，
多国政要、国际参展方、全球工商界人
士、园艺界知名专家等出席闭幕式。

北京世园会是迄今参展国家最
多的一届 A1 类世界园艺博览会，
共有 11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以及
包括中国 31 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
在内的 120 余个非官方参展者参
加。 （新华社）

旅泰开展合作研究的大熊猫
“创创”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在泰国
清迈动物园死亡。 中方立即派出专
家组赴泰进行死亡原因调查。 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 8 日对大熊猫“创创”
死亡调查结果进行了通报。

经中泰（泰中 ）联合专家组对大

熊猫“创创”的尸体进行剖检和组织
病理学观察，一致确认：“创创”体表
无外伤，气管无异物，死因系慢性心
力衰竭急性发作， 全身器官缺氧所
致。

下一步， 中泰双方将共同处理
好善后事宜。 (新华社 )

1977 年 8 月，邓小平主持召开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重启关闭
10 年之久高考之门的序幕，就在这
次会议上拉开了。

座谈会上，一些高校代表说，不
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 而是现
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 发言
引起邓小平高度重视，他果断决定，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就从今年开始。

邓小平在有关高等学校招收新
生文件的送审稿中， 对高考招生的
政审条件作了大段删改。 他明确指
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
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 教育部制

定了《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
作的意见》。 当年 10 月， 这一意见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并
得到国务院批准。 10 月 22 日，《人
民日报》刊登报道，向全国人民正式
公布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977 年冬天，570 万年龄参差
不齐的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 这次考
试规模之大，不仅创造了中国教育史
上的最高纪录，亦堪称世界之最。

1978 年春天，27.3 万名高考制
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踏进了大
学校园。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严格考试，
实现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录取工作
重在本人表现， 上大学可以不受家
庭问题的牵连。 新制度受到全国人
民的热烈拥护。 中国重新开启高考
之门，预示着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的时代的来临！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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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爆雷”，多家媒体暂停 NBA 赛事转播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休斯敦火箭
队总经理莫雷在社交媒体发表错误涉港言论
后，火箭队在中国市场继续“捞金”的梦想几近
破灭。 继中国篮协、央视体育频道、浦发银行、
李宁、腾讯体育等机构表示暂停与休斯敦火箭
俱乐部的合作以后，一些电商平台也下架了火
箭队相关产品。 10 月 8 日，央视体育频道和腾
讯体育表示暂停 NBA 赛事转播安排。

旅泰大熊猫“创创”死因公布
系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发作，全身器官缺氧所致

北京世园会入园游客达934万人次

重启高考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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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地球“近亲” 解码宇宙“成长日记”
———三位科学家分享 201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茫茫宇宙， 我们
从哪里来？ 宇宙中还
有没有其他类似地球
的 星 球 也 演 化 出 生
命？ 因为对这两个基
本问题的探索成就，
三 名 科 学 家 分 享 了
2019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

美日正式签署贸易协定
两国互相调降对农产品的关税税率，但协议不包括汽车产品

火箭队在中国“捞金”梦几近破灭

舆论持续发酵
在莫雷发布不当言论后不久，10

月 6 日，中国篮球协会官方微博发布
消息称，就莫雷公开发表涉港不当言
论一事，表示强烈反对，并表态将暂
停与该俱乐部的交流合作事宜。 10
月 7 日，CBA 也发布官方消息称 ：
“联盟坚定不移地拥护并执行中国篮
协的决定， 并已经取消了原定于 10
月 19 日 -20 日在苏州和 NBA 发展
联盟的全部四场比赛（其中包括和休
斯 敦 火 箭 队 下 属 毒 蛇 队 的 两 场 比

赛 ）。 ”
舆论发酵之后，10 月 7 日，NBA

首席传播官迈克尔·巴斯发布声明称，
“我们对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
表的不当言论感到极其失望， 他无疑
已经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球迷的感情”。

同一天，莫雷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发声，
但并没有道歉，仅称自己是无意的，不
代表火箭或 NBA。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
8 日再次发表声明 ， 决定立即暂停
NBA 赛事转播安排。 声明表示，注意
到正在日本参加活动的 NBA 总裁亚
当·肖华回应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
雷发表涉港不当言论一事。对亚当·肖
华声称支持莫雷自由表达权利的说
辞，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并表示，任
何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
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为此，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决定， 立即
暂停 NBA 季前赛（中国赛 ）目前的转
播安排， 立即排查涉及 NBA 的一切
合作交流。

8 日， 腾讯体育也公告， 即日起
暂停 NBA 季前赛 （中国赛 ） 的转播
安排。

火箭队遭重创
事实上，因为球星姚明的加入，火

箭队在中国市场一直备受关注。 数据
显示，2002 年姚明还没加入火箭队之
前， 火箭队的年收入仅为 8500 万美
元， 但自从姚明以状元身份被火箭队
选中后， 火箭队的年收入和市值都直
线上升， 到 2009 年火箭队年收入比
2002 年翻倍，为 1.6 亿美元，而市值
更是从 2.5 亿美元涨到了 4.7 亿美
元。

即便姚明退役后， 火箭队在中国
市场仍然拥有着很高的关注度， 球队
也得到了大批中国赞助商的青睐，球
员则收获了诸多中国品牌的赞助。 据
不完全统计，燕京啤酒、匹克、方正集
团、安踏、统一、昆仑润滑油、中兴手
机、水性科天、中普车房网等多家中国
品牌都曾重金赞助过火箭队。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目前，每年火箭队从中国品牌获得
的直接赞助就高达 2000 万美元。 在
每年中国春节期间， 火箭队还推出中
文版特别球衣， 来华比赛更是赚得盆
满钵满。

然而， 受本次舆论风暴影响，10
月 6 日， 火箭队赞助商浦发银行发率
先表声明称： 针对休斯敦火箭队总经
理莫雷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表的错误
言论， 将暂停同休斯敦火箭队的相关

市场活动和宣传。
随后，李宁等中国赞助商也回应，

将中止与火箭队的合作。 中国企业纷
纷发表声明， 对莫雷在个人社交平台
发表的错误言论， 表示无比愤慨并强
烈谴责。

失去球迷和市场
近年来， 火箭队是每个赛季在中

国转播次数最多的球队之一。 一份调
查报告显示， 姚明退役后，NBA 新增
加了 3.7 亿球迷，其中，64.4%的中国
篮球迷依然会选择观看 NBA，而火箭
队的球迷占据了六成以上。

然而，此次事件之后，10 月 6 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发布
声明，“莫雷散布涉港不当言论， 我们
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并决定即日起暂
停涉及该俱乐部的赛事转播等一切合
作交流事宜”。

而作为 NBA 中国数字媒体独家
官方合作伙伴的腾讯体育也在官方微
博明确表态：在莫雷给出合理回复前，
腾讯体育决定将暂停火箭队的比赛直
播与资讯报道， 并不再报道莫雷的任
何相关资讯。

有业内人士认为，作为 NBA 在中
国最受欢迎的球队， 火箭队已经失去
了媒体传播的平台， 这对于火箭队而
言，将失去中国市场和球迷的支持。

(据央视新闻、北京商报 )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8
日就不久前美国休斯敦火箭俱乐部总经

理涉港错误言论及此后 NBA 总裁相关
言论作出回应。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中国驻
休斯敦总领馆已经就休斯敦火箭俱乐部

有关人士的错误言论向对方提出了严正

交涉。 中国篮球协会以及休斯敦火箭队
的中方合作伙伴也都相继发表了声明。

“我想中方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
了。 ”他说。

“另外 ，我建议你去关注一下普通
中国民众对此事的反应和他们的态

度。 ”耿爽说，“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

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是行不通的。 ”
有记者问及，NBA 未来在华前景如

何 ？ 如想恢复同中方的关系 ，他们应该
怎么做？

“NBA 与中国开展交流合作已经有
相当长的时间了 ， 下一步应该怎么说 、
怎么做，他们心里最清楚。 ”耿爽说。

外交部谈NBA 事件：
跟中方开展交流合作
却不了解中国民意，

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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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本月底可能没钱了
秘书长曾要求会员国增加缴费，遭到拒绝

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正面临
数亿美元赤字， 本月底可能耗尽
所有经费。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
特雷斯致信 3 .7 万名雇员，告知
今年以来收缴的会员国会费相
当于 2019 年常规预算的 70% ，
意味着 9 月底出现 2 .3 亿美元
（约合 16 .4 亿元人民币 ） 赤字。
本月底， 联合国流动资金储备
可能耗尽。

法新社 8 日援引古特雷斯的
话报道， 联合国将不得不采取新
的“权宜举措”，包括推迟举行研
讨会、 严格控制工作人员出差次
数等节流办法， 以确保如期支付
员工薪水和津贴。

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说， 联合
国从 2019 年初开始缩减在全球
的运营成本， 如果没有采取这一

措施， 当前资金缺口或将高达 6
亿美元，9 月联大一般性辩论和
其他高级别会议的举行都会受到
影响。 如今反复出现的资金问题
严重影响秘书处及整个联合国履
行职责的能力， 希望会员国能立
即解决资金短缺危机背后的结构
性问题。

在古特雷斯看来，联合国财政
良好运行的最终责任是各个会员
国。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联合国
官员说，今年早些时候，古特雷斯
要求会员国增加缴费，遭到拒绝。

除维和行动费用 ， 联合国
2018 年至 2019 财年度运行预算
接近 54 亿美元 （384.8 亿元人民
币），美国承担 22%的费用。 按照
联合国官员的说法， 联合国维和
经费中， 美国拖欠最多， 达 8.52
亿美元（60.7 亿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