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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
义伟上周五（16日）在华盛顿会
谈后发表共同声明，强调台湾海
峡保持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菅义
伟本周二在答复日本议员有关日
本对台湾的承诺时，则对上述声
明表示，日本“完全没有预判
（设）军事的介入”。
　　美日首脑上周的声明是继
1969年时任美国总统尼逊和日本

首相佐藤荣发表联合声明后，再
度提及台湾。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外
交部的美日首脑峰会会谈纪要中
并未提及台湾、新疆和香港问题
等，日本一些媒体也报道日本内
部对美国强势主导发表共同声明
有不一致的看法，日本是否调整
对华政策尚待观察。
　　针对美日首脑峰会后的声明
提及台湾、强调台海保持和平稳
定的重要性，中国大陆已严正声

明美日不得干涉内政，也不应搞
针对大陆的小圈子，中方将视情
况做出必要回应。
　　菅义伟周二在国会对美国之
行提出报告。根据日本《时事通
信社》报道，日本共产党议员赤
岭政贤质询菅义伟：“日本会跟
随美国的对华军事战略，在台湾
问题上进行军事干预吗？”菅义
伟答称，日本“完全没有预判
（设）军事的介入”。
　　菅义伟在国会的答询内容被
台湾蓝绿媒体各自解读下标题，
绿媒忽略日本会视情况作判断，
蓝媒强调菅义伟澄清日本不会军
事介入台海冲突。
　　辅仁大学日文系所特聘教授
兼日本暨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

慎向《联合早报》表示，美日共
同声明重申对台海安全的关切，
希望两岸对话和平解决问题，未
说明台海有事美日将如何因应。
日本公民党和共产党议员坚持日
本非战宪法，所以询问菅义伟政
府是否改变政策，菅义伟强调不
在此事“预（先判）断”。

学者：期待美日出兵护台 
台部分人士有点想多了
　　他说，美日私底下还谈了什
么不得而知，但从日本外交部美
日会谈纪要会提朝鲜却未提及台
湾，显示美日虽关切台海局势，
但仍守住一中政策和战略模糊两
项底线。
　　何思慎指出，1996年美日发

表联合宣言，当时的日本首相桥
本龙太郎向大陆说明美、日安保
体制中所谓的“周边有事”并非
针对大陆或特定地区，不是地理
上的概念，而是事态的性质，但
此次正是针对大陆，所以特别在
声明中强调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
解决，台湾部分人士期待美日出
兵保卫台湾是有点想多了。
　　他说，日本自卫队自1954年
成立以来不曾打过仗，更不曾为
他国打仗，若要出兵还得符合经
联合国安理会同意以及应当事国
之请求等规定，不是那么容易。
　　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
授陈永峰也向本报说，日本在宪
法没有更改前，自卫队没有出兵
的权力，除非是波及日本国土，

危及日本人生命安全。
　　他指出，基于美日同盟的安
保条约，只有美国卷入台海战
事，日本基于同盟关系，才会支
援和进行补给，如果只是两岸间
的战事，只要美国不介入，日本
就不可能加入协防，“而此事从
未发生过，除非未来真的发生事
情，才会知道日本如何对应”。
　　何思慎说，美日合作重要，
但大陆经济对日本也很重要，日
本也不希望中日情势失控，让
2014年以来的努力前功尽弃。
　　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
曾说过，日本对于大陆因为历史
负债居于劣势，最后的法宝只能
依赖美日安保，这句话今日依然
适用。

　　（北京／深圳讯）清华大学
集成电路学院昨日成立，将致力
于破解当前中国在芯片方面“卡
脖子”的难题。
　　据《人民日报》报道，在110
周年校庆来临之际，清华大学成
立了集成电路学院，将瞄准中国
集成电路“卡脖子”难题，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培养急需人才。
该学院由原微电子与纳电子学系
与电子工程系共建，与相关院系
成立交叉研究中心，对集成电路

产业链的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形
成完整覆盖。
　　集成电路有电子产品的“心
脏”之称，是所有信息技术产业
的核心。中国在这方面整体技术
水平不高，产品总体仍处于中低
端。
　　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
育部今年年初设置“集成电路
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以求在
这方面提供人才支撑。清华大学
2020年10月率先设立集成电路一

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点。此次设
立集成电路学院是响应中国政府
的新动作。

芯片产业发展绕不开清华系
　　清华大学1956年设立半导体
专业，已经培养本科生逾4000
人，硕士生逾3000人。2016年至
2020年，超过七成的毕业生进入
集成电路产业和科研一线。
　　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绕不开
清华系，有说法指清华系27名学

霸扛起中国芯片的半壁江山。据
雷锋网报道，兆易创新、长江存
储、韦尔股份等半导体头部公司
的创始人及高管，不少都是清华
大学的学员，比如紫光集团董事
长赵伟国、卓胜微实际控制人之
一冯晨晖、格科微电子董事长兼
CEO赵立新等。
　　当前AI芯片公司独角兽的高
层中，也有不少清华系学员，地
平线机器人、深鉴科技、燧原科
技都是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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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塞尔综／北京合
讯）法国奢侈品业者香奈儿
（Chanel）在与中国企业华为的
商标大战中落败。欧盟普通法
院裁定，两个商标没有相似之
处，判定香奈儿败诉。
　　据路透社报道，这场商标
诉讼源于2017年。当时，华为向
欧盟知识产权办公室（EUIPO）
为旗下电脑硬件商标申请注册
保护。该商标图案为上下两个
交缠的半环。
　　香奈儿对此提出反对，称
该商标设计与其在法国注册的
商标，即横向交缠的两个半环
的设计有相似之处。香奈儿的
商标用于旗下的香水、化妆
品、珠宝饰物、皮具和服装产
品上。
　　2019年欧盟知识产权办公室
驳回香奈儿的反对意见，称两
个商标图案并不相似，不大可
能引发公众混淆。
　　香奈儿随后在位于卢森堡
的欧盟普通法院提出上诉。

裁决： 
两商标视觉差异很大
　　该法院在周三的判决中驳
回上诉。裁决说，两个商标的
视觉差异很大。

　　裁决说，“尤其是香奈儿
的商标曲线更圆润、线条更
粗，方向是水平的，而华为的
商标是垂直的。因此欧盟普通
法院判定二者存在差异”。
　　香奈儿可就此判决再向欧
盟最高法院——欧洲法院提出
上诉。
　　报道称，这场商标纠纷显
示奢侈品牌如何竭尽所能保护
本身的商标，对全球许多人而
言，那象征着奢侈、时尚和独
特性。
　　另据《每日经济新闻》报
道，这则新闻经多家媒体报道
后，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第
一，引发热议。
　　好些中国网民认为，香奈
儿和华为的两个商标完全不
像。

　　（北京综合讯）在“车顶维
权”事件发酵三天后，特斯拉昨
晚终于公布了有关事故车辆发生
事故前30分钟内的数据。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数据显示，在有关车辆2月21日发
生事故前的30分钟内，驾驶员正
常驾驶车辆，有超过40次踩下制
动踏板的记录，同时车辆有多次
时速超过100公里，和多次刹停的
情况发生。
　　特斯拉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毫无保留地配合监管部门开展深
入调查，开诚布公接受社会监

督。
　　特斯拉工作人员也告诉极目
新闻，昨天上午已将加盖公章的
数据送交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但该局工作人员建议由当事
车主接收。特斯拉昨天下午多次
致电车主及其家属，但一直未能
联系上，后来通过快递方式将相
关数据寄出。
　　河南一名特斯拉女车主声
称，所购买的特斯拉刹车失灵导
致上述交通事故，周一到上海车
展特斯拉展区闹场，过后被警方
拘留五日。

　　她指责特斯拉态度恶劣，并
自称已维权两个多月没有任何进
展。她表示，曾要求特斯拉提供
事故发生前半小时的完整数据，
但特斯拉一直没有提供。
　　特斯拉本周开始回应时态度
强硬，指该车主曾因超速违章发
生碰撞事故，而后以产品质量为
由坚持要求退车，并表示“对不
合理诉求不妥协”，再加上一名
特斯拉高管“我们没有办法妥
协”的言论，结果引起中国社会
舆论的反弹与官媒的严厉批评。
　　特斯拉随后态度软化，为未

能及时解决女车主的问题致歉，
前天则表示，愿意提供维权女子
事发前半小时的车辆原始数据，
给第三方鉴定机构或政府指定的
技术监管部门或消费者本人。特
斯拉还表示，恳请郑州市市监局
指定权威的、有资质的第三方检
测鉴定机构，开展检测鉴定工
作，早日还原真相。
　　不过，女车主说：“我们不
是不同意第三方检测机构鉴定，
传统的燃油车与电车鉴定方法不
一样，我们想找一个双方都认可
的有权威性的检测机构。”

　　（温哥华综合讯）加拿大法
院前天批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
舟的请求，将引渡美国的听证会
推迟到8月进行，以让她的法律团
队检查潜在的新证据。
　　综合彭博社和法新社报道，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副首
席法官霍姆斯裁定，引渡案最后
三周的法庭辩论将在8月3日或该
日前后开始。此次法庭辩论原定

下周开始，5月中结束。
　　孟晚舟的代表律师本周辩
称，他们需要时间来审查根据华
为与汇丰银行之间的协议对外公
布的文件。
　　这些文件部分内容被删改，
孟晚舟的团队已经收到部分文
件，其他文件则预计将在四到六
周内送达。
　　孟晚舟的代表律师派克本周

告诉法官：“剥夺申请人获得他
人所能找到的最好证据的机会，
就是否定基本正义。”
　　孟晚舟的团队也称，冠病疫
情导致加拿大实施严格的旅行限
制，而处理孟晚舟案的律师来自
加拿大多个省份。
　　加拿大政府的代表律师弗雷
特则指孟晚舟代表律师想通过汇
丰银行文件浪费时间。他也认

为，引进新证据的做法是辩方试
图将引渡听证会变成审讯的又一
次尝试，而这个审讯应该在美国
进行。
　　美国指控孟晚舟误导汇丰控
股，并诱使汇丰进行与伊朗有关
联的交易，导致银行面临违反制
裁规定的风险。加拿大应美国的
要求，在2018年12月在温哥华机
场逮捕孟晚舟。

　　（上海讯）山西省金融办
邀请160余家金融机构调研当地
国企，承诺将来不会再出现一
笔违约。这是为了缓解永煤集
团违约事件后，煤企占比较高
的山西地方国企的融资压力。
　　河南国企永煤集团去年出
现债务违约后，也让山西不少
煤企“躺枪”。
　　据路透社报道，山西省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和山西国资
运营公司前日举办活动，让160
余家金融机构调研当地国企。
山西国资运营公司董事长郭保
民承诺，省属企业债务“不会
出现一笔违约，也不允许出现
一笔违约”。
　　山西国资运营公司在新闻
稿中指出，去年山西国企刚性
兑付2678亿元（人民币，下同，
约548亿新元）债券，无一笔违
约；今年1月至4月，在资金极
其困难的情况下，已刚性兑付
800多亿元债券。
　　郭保民强调，在煤炭企业
整合重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出现了企业资产规模的变化、

债权债务的调整，以及资产和
负债的再分配。随着资产划转
逐步到位，省属企业将很快建
立清晰的资产负债表。
　　他承诺：“负债只在省属
企业内部之间轧差，省属企业
对金融机构的债务仍由原企业
承担，不会出现一笔违约。”
　　郭保民还谈到，在国际能
源技术不发生颠覆性变革的前
提下，在可预见的较长时期
内，煤炭将始终是能源格局中
最重要的存在。面向碳达峰碳
中和的愿景，煤炭的主体能源
地位和兜底保障作用将不可动
摇。
　　山西省金融办主任常国华
则表示，希望金融机构不抽
贷、不断贷、不压贷，确保实
现稳贷、增贷和续贷，积极承
销和认购省属煤炭企业债券。
　　山西副省长王一新此前与
中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北京
举行工作会谈时表示，山西省
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控，希望
央行指导帮助改善山西企业融
资环境。

中国正在建设的白鹤滩水电站，是世界在建最大水电站。该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州宁南
县和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境内，共设计安装16台单机容量为10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也
是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水电机组。目前，水电站机组安装工作已经近半，首批机组将于7月
1日前进行发电。图为工人正在水电站右岸地下厂房安装发电机组。（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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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建最大水电站
首批机组7月1日前发电

欧盟普通法院判定香奈儿（右）与华为旗下电脑硬件（左）的商标存
在差异。（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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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获准将引渡美国听证会延至8月　以研究潜在新证据

“车顶维权”事件三天后　特斯拉公布车辆事故前30分钟数据

学者：虽关切台海局势

美日仍守一中政策和战略模糊两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