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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招商银行推出一款业内首创

的保障型黄金产品，引发市场的热烈反

响，当前正在火爆认购之中。

据悉，本次为产品首发，将在5月17

日14：00前结束认购。这款黄金产品具

有价格保护功能，开辟了中国黄金市场

上低风险黄金产品投资的新纪元。据介

绍，该款金条产品挂钩上海黄金交易所

公布的“上海金”定盘价，若到期金价下

跌，则额外获得等于下跌价值的现金补

偿，金价上涨收益全部归投资者所有。

该款金条采取凭证式设计，到期后可以

提取对应的金条实物，也可以在线变现

或者继续免费存放银行保管。相比购买

实物金条，该产品不仅额外具有保值能

力，变现和保管的便捷度也得到了提升。

近年来，在外部经济形势多变和全球

低利率环境下，黄金逐步迎来熊市后的价

值上升周期，也成为广大投资者配置黄金

的适佳时机。但作为全球定价的国际性

资产，黄金受世界经济、金融、政治等众多

因素波动，起伏较大和难以预测，这也成

为普通百姓配置黄金的主要顾虑。很多

投资者担心买在金价高位而不敢配置，金

价上涨了又追悔不已。招商银行这款“保

值看涨”金条则成功打消投资者的这层顾

虑，产品独具保护功能，相当于帮助客户

以购买日和到期日两个价格较低的金价

购买黄金，若到期日金价下跌，客户持有

金条并获得下跌价值补偿，若金价上涨，

客户则持有已增值的黄金。

该产品挂钩“上海金”，报价公允而

透明。上海金是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的

全球首个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现货合

约。上海黄金交易所连续 12 年位居全

球第一大黄金现货场内交易所，其推出

的上海金基准价最能充分反映中国黄金

市场的价格走势。上海金基准价包括早

盘价和午盘价，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官网

（www.sge.com.cn）可查询。

据了解，招商银行为满足广大客户

不同需求，已成功开发出一系列特色黄

金产品，如固定生息的金条产品——“金

生利2代”（国内首款会生息的金条）、兼

具理财现金收益和看涨黄金的黄金特色

定期——“添利看涨”（国内首款滚动配

置持续获得现金回报的黄金产品），以及

本次推出的独具保护功能的“保值看涨

金”（国内首款有价格保护的金条）产

品。不同产品的特点明显，给广大黄金

投资者带来了更丰富的选择，便于投资

者挑选适合自己投资理念的产品。

招商银行首推保障型黄金产品

美国白宫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地时间
15日和16日分别宣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定于6月末访问韩国。

特朗普预定参加6月28日至29日在日本
第二大城市大阪举办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
会，一并访问韩国。

青瓦台说，特朗普将会晤韩国总统文在
寅，具体日程将由双方经外交渠道协商确定。

特朗普2017年1月就任总统，同年11月7
日至8日首次访韩，迄今与文在寅会晤7次。

文在寅今年4月访问美国，会晤特朗普和

美方多名高级官员并邀请特朗普访韩。
青瓦台16日在声明中说，文在寅与特朗普

将讨论借助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构建半岛永
久和平机制和强化韩美同盟。

白宫15日在声明中说，特朗普与文在寅将
为“实现朝鲜最终、完全可验证地弃核继续密
切协同”，将讨论加强美韩同盟和两国人民的
友谊。

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月在越
南首都河内第二次会晤，没有达成协议，美朝
之间的谈判至今陷入僵局。

文在寅4月访美期间与特朗普讨论推动美
朝继续对话；特朗普表达了第三次会晤金正恩
的意愿，不排除美朝韩三方领导人会晤的可能
性。

特朗普访韩前，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
克·沙纳汉预定到访。日本共同社15日报道，
沙纳汉定于6月初先后访问韩国和日本，讨论
防务合作和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

另外，特朗普定于5月25日至28日访问日
本，6月下旬再次赴日，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大阪峰会。 新华社特稿

特朗普将于6月底访问韩国
日本媒体 15 日报道，美国代理国

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打算6月初接
连访问韩国和日本，以巩固三国安全合
作。

日本消息人士告诉共同社记者，沙
纳汉定于6月3日至4日访问日本，与
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磋商两国在外太
空、网络安全、电子战等领域的合作以
及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

这将是沙纳汉今年 1 月出任代理
防长以来首次访问日本，届时可能获得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接见。

这名消息人士说，沙纳汉考虑在访
问日本之前先去韩国，6 月 2 日至 3 日
访韩期间与韩国国防部长官郑景斗讨
论美韩军事合作，包括后续美韩军演如
何安排等事宜。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18年6
月12日在新加坡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随后宣布暂停耗资大且带有挑
衅意味的美韩联合军演。随后数月，美
韩商定终止三大联合军演，即每年春季
的“关键决断”和“秃鹫”、八九月份的

“乙支自由卫士”，由小规模演习或演练
取代。

一名韩国官员 15 日向韩联社确
认，韩美正在商讨沙纳汉“赴韩访问两
天”事宜，“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媒体普遍预期，沙纳汉将赴新加坡
参加5月31日至6月2日举行的香格里
拉对话会，可能在这次防务论坛期间与
岩屋毅、郑景斗举行三方会晤。随后，
沙纳汉从新加坡启程，分别访问韩日两
国。

沙纳汉今年1月1日起出任代理防
长，接替辞职的前防长詹姆斯·马蒂斯，
是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代理防长。白
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本月9日说，特
朗普打算提名沙纳汉出任国防部长。
如果获得国会参议院批准，沙纳汉将

“转正”。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恰逢韩国与

日本纠纷不断，沙纳汉有意“劝和”，以
挽救美日韩安全同盟。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 4 月下旬
向内阁递交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按
照日本媒体的说法，新版蓝皮书对韩国
的立场显“硬”。

2019 年版蓝皮书列举“韩方所作
一系列负面举动”，包括“慰安妇”问题、
韩国国会议员登上日韩争议岛屿、韩国
军舰雷达“锁定”日方军用飞机和韩国
法院判决日本企业赔偿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遭日方强征的韩国劳工，认定日
韩关系“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

2017年和2018年版本都提及推动
日韩关系“向面向未来的新时代发
展”。2019 年版本中，这一表述消
失。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马尼拉5月16日电（记者袁梦晨 郑
昕）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16日说，由于加拿大未
能在菲方设定的5月15日最后期限前运回其滞留
在菲的垃圾，他已下令召回包括大使在内的多名
菲驻加拿大外交官。

洛钦当天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菲外
交部15日午夜已发文要求其驻加拿大大使及领
事等多名外交官即刻返回菲律宾，这些外交官预
计将在数日内回到马尼拉。

菲总统发言人萨尔瓦多·帕内洛当天表示，加
拿大未能按期运走滞留在菲垃圾的举动伤害了两
国外交关系，菲方召回外交官是为了显示其敦促
加拿大履行承诺的严正态度。

菲律宾与加拿大近期围绕一批垃圾争议不
断。2013年至2014年间，一家加拿大公司向菲律
宾出口103个集装箱的垃圾，集装箱外贴有可回
收塑料的标签。截至目前已有34个集装箱的垃
圾被处理，但仍有 69 个集装箱滞留在菲律宾港
口。

菲海关表示，经检查发现，这69 个集装箱中
有大量电子产品垃圾、厨房垃圾等。菲律宾指责
加拿大违反巴塞尔公约，并一再敦促加拿大运回
这批垃圾。巴塞尔公约旨在遏制越境转移危险废
料，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和转移危险废料。

俄罗斯向欧洲多国输送原油的“友谊”
管道遭污染超过半个月，迟迟不见恢复运行
的迹象，令俄罗斯方面颇为着急。俄副总理
德米特里·科扎克定于16日与白俄罗斯副
总理伊戈尔·利亚申科会晤，讨论重新开通
这条管道。

“友谊”管道起点是俄罗斯乌斯季卢
加港，经由白俄罗斯，北线通往德国和波
兰，南线连接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俄罗斯 4 月底发现石油商把混有高
浓度有机氯化物的原油输入“友谊”管道，
污染管道，只好暂时关闭这条输油线路。

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管道
运营商本月14日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
斯拉发举行危机对话，但没有达成切实协
议。他们晚些时候将在莫斯科再次对话。

作为中转站的白俄罗斯承受巨大损
失。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上
周说，希望得到俄方赔偿。俄方没有发布
赔偿机制和赔偿主体。

业内知情人士先前说，白俄罗斯和欧
洲石油商可能向俄罗斯出口商索赔，俄方
出口商则会向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
追责。

路透社报道，石油商经常用氯化物提
高产量，本应将原油与氯化物分离后再送
炼油厂，以免腐蚀机器设备。俄罗斯石油
管道运输公司总裁尼古拉·托卡列夫4月
30日告诉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某些
私营企业“明知故犯”，把受到污染的原油
输入管道。俄方已经逮捕 4 名涉案人
员。 新华社特稿

菲律宾因垃圾争议菲律宾因垃圾争议
召回其驻加拿大外交官召回其驻加拿大外交官

输油管道迟迟不通 俄罗斯着急

美代理防长将访韩日美代理防长将访韩日

新华社悉尼5月16日电（记者 郝亚
琳）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16日于悉
尼家中去世，享年89岁。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霍克的夫人
宣布了这一消息，表示家人将为霍克举
行私人葬礼，并于下周在悉尼举行追思
会。

霍克 1929 年 12 月生于南澳大利亚
州。1983年，霍克领导工党在联邦议会选
举中大获全胜并担任澳大利亚总理至
1991年，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

的工党总理。
1989 年 11 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首届部长级会议在澳大利亚首都
堪培拉举行，标志着这一组织正式成立。
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 APEC 成立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霍克于 1978 年首次到访中国，此后
陆续访华上百次。

（图为2010年8月16日在澳大利亚布
里斯班拍摄的霍克和夫人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连锁咖啡店“克拉奇咖啡”
推出号称世界上最贵的咖啡，一杯售价 75 美元
（约合516元人民币）。

美联社16日报道，这种咖啡用名为“埃莉达
日晒瑰夏 803”的有机咖啡豆制成。这种咖啡豆
带有茶、茉莉花和浆果的香味，在去年巴拿马举行
的全球最权威生豆比赛中夺得大奖，并在后来的
拍卖活动中拍出一磅（0.45千克）803美元（5520元
人民币）高价，创下最高成交价纪录。“埃莉达日晒
瑰夏 803”由此得名。

当时共有45千克“埃莉达日晒瑰夏 803”供出
售，大部分流向亚洲。克拉奇咖啡分到4.5千克，
能制作大约80杯咖啡，因此只在旧金山和南加州
的门店出售。克拉奇咖啡旧金山门店15日举办
这种咖啡的推广活动并提供试饮，广告语就是“世
界上最昂贵的咖啡”。有活动参加者在试饮后表
示，它的味道有别于其他咖啡。新华社特稿

““世界最贵咖啡世界最贵咖啡””7575美元一杯美元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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