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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共和国位于加勒比海大安的
列斯群岛中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东隔
莫纳海峡与波多黎各相望，西接海地，南临
加勒比海，北濒大西洋，面积为48734平方
公里，人口约1065万。

多米尼加原为印第安人居住地，1496年
西班牙人在岛上建立圣多明各城，成为欧洲
殖民者在美洲的第一个永久性居民点，1844
年2月27日独立，成立多米尼加共和国。
1930年，特鲁希略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实行长
达30年的独裁统治。1965年，多米尼加被美
国出兵占领，1966年恢复民主政体。此后，革
命党、基督教社会改革党、解放党分别执政。
自2004年起，解放党连续执政至今。

旅游业、出口加工业和侨汇是多米尼

加经济的主要支柱。多米尼加主要出口蔗
糖、可可、咖啡、烟草、服装和金、银、镍铁合
金等，进口石油、燃料、食品、机电产品和化
工原料等。2017 年多米尼加进口额为
180.16亿美元，出口额为88.31亿美元。

目前，中国已是多米尼加第二大进口
商品来源国。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
多贸易额为 18.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3％。中方主要出口合金材料、化工制
品、摩托车零部件、通讯设备和食品等，进
口铜矿石和医疗器材等。

1993年10月，中国和多米尼加签署互
设贸易发展办事处协议。1994年4月，中
方在圣多明各设商代处。2005年11月，多
方在北京设商代处。 据新华社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月30日晚指责伊朗没有放
弃核武器计划并隐藏相关文件，得到美国政府呼应。伊朗
方面迅速回应，称内塔尼亚胡的说法荒唐幼稚，意在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核协议的决策。

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内塔尼亚胡展示了以色列情
报机构从伊朗秘密设施获取的文件，称之为伊朗隐藏的有
关核计划的“原子档案”。

内塔尼亚胡在当晚的电视讲话中说，2015年伊核协议
签署后，伊朗加紧隐藏秘密档案，2017年将其核武器文件
移至德黑兰一个高度机密的地点。他还指责伊朗正在秘密
储存核武器项目的材料，以便在其选择发展核武器时使用。

美国政府同日发表声明呼应内塔尼亚胡的指控，称这
些信息提供了有关伊朗试图发展由导弹运载的核武器的新
的细节，与美国认为伊朗有核武项目的一贯立场相符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正在对文件进行分析，伊
朗储存相关文件的动机十分可疑。

伊朗新闻电视台4月30日晚援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
阿拉格希的话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指控伊朗意图发展核武
器的说法荒唐且幼稚。内塔尼亚胡只是在老调重弹，玩毫
无根据的把戏，意在影响特朗普对伊核协议的决策。

特朗普一直批评伊核协议存在诸多漏洞并威胁退
出。特朗普今年1月宣布，“最后一次”延长美国对伊核问
题的制裁豁免期，将5月12日定为修改伊核协议的最后
期限，扬言如果届时没有令他满意的修改方案，美国将退
出伊核协议。

伊朗一直回应称，伊核协议不可能修改，自身弹道导
弹发展计划也不可能谈判。对于发展核武器的指控，伊朗
坚称自身核技术发展旨在和平利用核能。 据新华社

圣多明各消息：多米尼加共和国政
府当地时间4月30日晚间宣布，多米尼
加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多米尼加政府法务顾问弗拉维奥·
达里奥·埃斯皮纳尔当晚在总统府召开
的记者会上宣读了多政府公告。他说，
这一决定“是经过长时间的考量并通过
与政商各界广泛协商后做出的，是基于
多米尼加人民的需求和对未来的展望而
做出的”。

公告说，多米尼加承认世界上只有
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公告说，同中国建交将为多米尼加

带来“极为积极的”影响。中国是目前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多年来，多米尼加产
业界一直呼吁加强同中国在外交和经贸
方面的关系。目前，中国已是多米尼加
第二大进口商品来源国。建交后，两国
经贸发展潜力将会更大，多米尼加的对
外政策也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北京时间
5月1日上午在北京与多米尼加外长巴
尔加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米尼
加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
报》。自公报签署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相互承认并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

多米尼加宣布
同中国建交 以美指责“核武意图”

伊朗斥责“老调重弹”

多米尼加共和国■新闻背景

4月30日，越狱男子平尾龙磨在日本广岛被押上警车。
平尾龙磨4月上旬从一座小岛监狱里逃跑，引发岛民

恐慌。日本当局出动大约1.5万名警察追捕，4月30日终于
将他捉拿归案。 新华社发

万人大追捕
日本越狱犯终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