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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最新一轮高级别贸易谈
判昨天落幕，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和财长姆努
钦（Steven Mnuchin）会见时说，
中美团队的磋商取得了“重要阶
段性进展”，双方下周将在华盛
顿继续见面。
　　受访学者分析，中美在此轮
谈判仅几天后就启动下一轮华盛
顿谈判，说明双方都迫切希望赶
在下月1日休战协议期限前谈出结
果。不过，围绕中国结构性改革
程度与方式的分歧依然存在。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昨天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莱特希
泽和姆努钦。他强调，中美两国

“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
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习近平说，对于中美经贸分
歧和摩擦的问题，中国愿意采取
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
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但他也强
调：“当然，合作是有原则的。”
　　对于刚结束的贸易谈判，习
近平形容，双方团队磋商取得了
“重要阶段性进展”，下周还会
在华盛顿继续见面。
　　姆努钦昨天下午谈判结束后
则在推特简短写道，与莱特希
泽和中方谈判团队领导人、中国
副总理刘鹤进行的谈判“富有成
效”（productive）。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昨
晚发布文告进一步说，经过详细
和深入的讨论，中美双方取得了

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待完成，
双方将在 3月1日，即中国进口
商品关税从目前10％上调的期限
前，继续就所有未解决的议题进
行磋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成晓河接受
《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中美
在此轮谈判仅几天后就启动下一
轮在华盛顿的谈判，说明无论是
中国或美国，都迫切希望赶在下
月1日贸易战停火协议期限前谈出
结果。
　　他指出，虽然近日传出上述
期限可能延期的消息，但两国显
然更愿意打铁趁热加速谈判，毕
竟拖下去也要谈，“贸易战结束
得越早，对双方越有利”。

习近平强调合作要有原则 
分析：显示双方仍有差距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
长朱锋受访时则评估，此轮谈判
整体上虽然传递出积极信号，但
习近平在会见中也强调中美合作

是重要却也“有原则”的，这反
映出双方依然有差距，尤其在美
国要求中国进行的结构性改革问
题上。
　　他认为，中国对于美国提出
的结构性改革诉求并非没有回

应，即将在全国人大会议审议、
旨在保护在华外商投资的外商投
资法便是一例，但问题在于改变
的程度和方式，这方面还具有不
确定性。
　　他解释说：“结构性改革须

要通过产业政策，它不是关税政
策或市场政策，不是一下子可以
解决的。例如，美国是否能给予
中国阶段性改变的时间表？我相
信还有很多技术性细节，双方须
要进一步达成共识。”
　　在结构性改革议题上，路透
社昨天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国在
谈判中承诺确保产业补贴计划符
合世贸组织规则，并停止扭曲市
场的补贴，但美国谈判团队认为
中国向来不愿透露补贴详情，对
这项承诺有所质疑。
　　另外，新华社报道也透露，
中美在谈判中也就双边经贸问
题的谅解备忘录进行了磋商。白
宫新闻秘书办公室文告进一步说
明，双方官员同意，两国之间作
出的所有承诺，都将备注在这份
备忘录中。 
　　不少分析认为，美国总统特
朗普和习近平不久后见面的概
率相当高，尤其如果谈判进展积
极，最后就靠两国领导人的临门
一脚，敲定最终协议。

许翔宇　报道 
hsiangyu@sph.com.sg

　　南洋理工大学来临新学年有
三分之一的本科课程在录取学
生时，会采纳更全方位的评估标
准，衡量学生学术成绩以外的才
能与强项，以及他们对所选课程
的热忱。
　 　 南 大 今 年 提 供 的 1 1 1 项 本
科课程中，有40项在录取学生
时将采取定性评估（qualitative 

assessment）方式，即不单看学术
成绩，而是让入选申请者参加面
试，接受更全面的评估。个别课
程也会进行能力倾向测试，或要
求学生提呈作品集。
　　南大去年为17项课程试行全
方位录取评估。今年起以这个方
式录取学生的课程包括中文系、
英文系、经济与媒体分析、应用
物理、生物科学，以及材料工程
学等课程。

　　南大机械工程系一年级生冯
绍冲（27岁），是受惠于全方位
录取方式的学生之一。
　　《联合早报》去年报道，冯
绍冲因逃学和考试不及格，两度
被理工学院开除，他服完兵役后
决定改过，重返校园，从此发奋
图强，连续两年考取满分。由于
受第一年成绩影响，他原本考不
进大学。南大去年收到冯绍冲上
诉后，安排让他面试。

　　冯绍冲说：“负责面试的教
授测试我对工程学和物理概念的
理解，我还算冷静应对。后来被
录取，真的很开心。很庆幸我的努
力受肯定，不至于因成绩一度不
理想，而影响升学及发展机会。”
　　他在首个学期考获4.75的
累计平均积分（CGPA，满分为
5.0），以优异成绩证明实力。
　　南大教务长兼副校长（学
术）林杉教授通过南大发布的文
告说，录取学生时进行全方位考
量，意味着大学须投入更多时

间、精力和资源。“但校方愿意
这么做，只要学生证明有能力应
付所选课程的要求，我们希望让
他们凭着志向和热忱，修读适合
自己的课程。”
　　至于其他71项本科课程， 南
大会为那些因微小落差成绩不达
标，但具潜力的学生，以及凭特
殊才能，申请自主收生计划的学
生进行面试。
　　此外，为了鼓励学以致用，
南大将为修读数理科学学院四项
课程的学生，推出新的“合作教

育计划”（Cooperative Education 
Track），让学生在四年本科生涯
中，到相关企业进行共50周的实
习，更好地结合课堂知识与职场
实践，提高就业能力。

推出领导潜力一年培训
　　另外，南大从新学年起也推
出一项供所有本科生申请的领袖
培训计划，展现优异领导潜力的
学生可接受一年的强化栽培。学
生毕业时，成绩单将记录他们所
具备的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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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级别代表昨天结束了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双方下
周将在华盛顿继续见面。分析认为，中美在几天后就启
动下一轮谈判，说明双方都迫切希望赶在下月1日停火协
议期限前谈出结果。

　《联合早报》记者受邀随同肃毒局人员到乔治王道组屋区进行突击，发现
毒贩和嗜赌者在组屋凉亭交易，肃毒局人员兵分两路，分别在凉亭和旁
边的停车场内将两人逮捕。（王康威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贸易代表莱
特希泽（中）和财长姆努钦（左）。（路透社）

突击队训练学院的新兵在昨天的全面防卫日纪念活动上，在福康宁山这个具象征意义的地标从教官手中领取步枪，宣誓保家卫国。（林国明摄）

魏瑜嶙　报道
elynh@sph.com.sg

　　我国的全面防卫昨天起增设
“数码防卫”这第六个支柱，要
全国一起对抗网络威胁。这是全
面防卫自1984年推行至今，首次
增设新的支柱。
　　全面防卫原有的五大支柱
是：军事、民事、经济、社会和
心理防卫。
　　数码防卫（digital defence）
由国防部和通讯及新闻部联合推
出，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仁昨天
出席了在福康宁草坪举行的全面
防卫日纪念活动。他致辞时说：
“一直以来，我们对抗的是现实
世界中的传统恐怖威胁。今天，
我们得面对数码世界的网络诈
骗、假新闻和网络袭击，就像众
所周知的，近来发生的新加坡保
健集团袭击事件。”
　　去年中，黑客潜入新保集团
数据库盗取约150万名病人个人
资料，其中16万人的门诊配药记
录也外泄，受害者包括李显龙总
理。

　　易华仁认为，大家必须培养
数码防卫意识，以及学习相关技
能应对数码时代的新威胁。
　　要巩固数码防卫，所有国人
都是前线的一员。公众必须培养
良好的上网习惯；保持警惕，不
要被假信息混淆视听；做个负责
任的公民，培养媒体素养。
　　国防部中央国民教育司司长
陈文杰上校透露，新加坡网络安
全局2015年成立时，中央国民教
育司就开始跟几个机构探讨网安
课题，包括讨论是否要增设新支
柱，还是把数码防卫归入原有的
支柱。
　　他解释，循着未来数码化的
发展轨道和建立智慧国目标，
应该尽快涵盖数码防卫。此外，
一些国人至今还不太关心数码防
卫，情况令人担忧，所以是时候

把问题提升至国家级别。
　　配合数码防卫支柱的确立，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巴士实验室
（IMDA Lab on Wheels）推出环
绕主题的互动游戏展览。
　　这部巴士从本月起，每个星
期会开到两所中学或社区地点，
让参与者通过角色扮演，提高对
网袭、身份盗窃和网络诈骗活动
的意识。
　　全面防卫现有的标志像是个
手掌，每根“手指”代表一个支
柱。随着第六根支柱加入，沿用
了30多年的标志将于明年更换。
中央国民教育司今年会举办设计
比赛，征求公众提交设计。
　　1942年2月15日，英军在福
康宁山上的指挥中心向日军投
降，新加坡就此沦陷。突击队训
练学院的新兵，昨天在这个具象

征意义的地方从教官手中领取步
枪，宣誓保卫国家。
　　此外，出席者也为在二战期
间蒙难的人民默哀一分钟。
　　国防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
长孟理齐博士，以及通讯及新闻
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
务部长沈颖也是活动嘉宾。
　　公众李美玲（56岁，家庭主
妇）去年收到一份来历不明的电
邮传单后，上网买了一罐脸霜。
她用信用卡付了账，货也收到
了，以为交易就此结束。没想
到，她的信用卡下个月又被扣了
相同金额的款项，打到信用卡公
司询问才发现投诉的不只她一
人。
　　她怀疑网购只是诱饵，目的
是骗取公众的信用卡资料。她
认为，很多公众都会使用网络服
务，但是大家自我保护意识不
高，数码防卫教育有助大家保持
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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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防卫纳入全面防卫　成第六支柱

南大三分一本科课程　收生将采更全面评估

一直以来，我们对抗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传统恐怖威胁。今天，

我们得面对数码世界的网络诈骗、假新闻和网络袭击，就像众

所周知的，近来发生的新加坡保健集团袭击事件。

——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仁

王康威　报道
hengkw@sph.com.sg

　　毒贩在组屋区凉亭与停车场
进行毒品交易，被肃毒局逮个正
着，肃毒行动中也发现一名怀着
八个月身孕的女子滥用毒品。

组屋楼下公然交易
　　《联合早报》记者受邀于周
二（12日）晚上随同肃毒局人员
在惹兰勿刹一带的乔治王道进行
突击。肃毒局人员在组屋旁边的
小凉亭发现一名毒贩和一名嗜赌
者正在进行交易，并暗地观察。
　　毒贩在交易完成后准备离开
现场，肃毒局人员兵分两路迅速
出击，分别在凉亭和旁边的停车
场将两人逮捕。毒贩起初还尝试
挣扎，但很快就被肃毒局人员制
伏，带回总部协助调查。
　　肃毒局证实，在现场起获
约30克的新化合致幻药（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简称
NPS）。新化合致幻药是被称为
“精神活性物质”的新型合成毒
品，能让服用者获得与传统A级
毒品（如爱他死、可卡因）同样
的兴奋效果。
　　根据2018年世界毒品报告，
2009年至2017年间出现803 种新
化合致幻药，滥用这些合成毒品
会导致严重身心反应，包括妄想
症、癫痫、幻觉，甚至死亡。
　　肃毒局昨天发表文告证实，
当局从11日早晨至15日早晨，对
全岛展开为期四天的突击行动。
突击范围包括万国、蔡厝港、芽
笼、裕廊及义顺等。
　　当局共逮捕了92名涉毒嫌

犯 ， 并 起 获 1 1 6 克 新 化 合 致 幻
药、111克大麻、58克冰毒、54
克克他命、9 克海洛英、296颗
爱他死药丸，和12 颗埃利敏 5号
（Erimin-5）药丸。肃毒局强
调，对于所有嫌犯的调查正在进
行中。
　　在一次行动中，肃毒局人员
在11日早晨突击里峇峇利弄的一
个私宅单位，逮捕一名39岁新加
坡籍男毒贩。这名毒贩是兼职德
士司机，除了在单位内起获大量
毒品、7000多元现金、外汇，以
及吸毒器具，肃毒局人员也在德
士内起获包括埃利敏5号药丸在
内的毒品。

怀八月身孕嫌犯曾服冰毒
　　肃毒局人员也在12日早晨于
万国弯一带的组屋单位逮捕两名
涉毒嫌犯，他们分别是一名36岁
新加坡籍男子和一名29岁新加坡
女子。肃毒局也在单位内起获多
件吸毒用具和114颗不明药丸。
　　文告指出，肃毒局人员在
逮捕上述嫌犯时，一名5岁男童
和9 岁女童也在场。初步调查也
显示，这名女嫌犯怀有八个月身
孕，并在前一天服用冰毒。
　　肃毒局表示，两名孩童已经
交由合适的亲属照料。肃毒局也
将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密切合
作，以保障他们的福利，并确保
他们能继续获得必要的援助。

起获新化合致幻药等

肃毒局四天突击　92人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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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北京回合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中美下周华盛顿继续贸易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