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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朝首脑会晤进入倒计时

3名中国游客
在埃及北部车祸中遇难

韩方在板门店
“和平之家”首次彩排

”的
会

议
室内
执勤
。

新华社发

韩国和朝鲜方面 25 日在
板门店对将于 27 日举行的首
脑会晤进行排练。韩方表示，
双方正围绕半岛无核化、建立
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发展韩朝
关系等首脑会晤的核心议题进
行协商。其中，无核化议题最
为重要。
距离韩朝首脑会晤还有两
天。专家分析，目前半岛局势
显现出积极发展的迹象，但在
涉及朝鲜半岛无核化等各方聚
焦的核心问题上，应有足够耐
心，本着务实态度，采取切实措
施，一步一步解决问题。

这是板门店韩方一侧的
“和平之家”
。

A

无核化议题最受关注

25 日上午 10 时，朝方先遣队前
往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与
韩方进行闭门排练，时长近两小时。
双方按照首脑会晤当天的日程安排，
对韩朝首脑初次见面的方式、欢迎仪
式及晚宴等所有细节进行排练。
朝鲜与韩国之间的首脑热线电
话 20 日开通。双方先前商定，双方
领导人会晤前通话。但按青瓦台官
员的最新说法，这次通话主要是一种
象征，鉴于双方领导人将面对面讨论
具有挑战性的话题，会晤前通话显得
不再必要。
韩联社援引韩国统一部一名高
级官员的话说，韩朝首脑会晤上，若
半岛无核化毫无进展，谈建立永久和
平机制就不现实。这意味着无核化
将成为首脑会晤最重要的议题。
从以往首脑会晤的情况来看，尽
管双方预先就议题开展大量的前期
磋商，但实际上领导人亲自会面讨论
协调的内容将占相当大的一部分。
韩朝代表本月 4 日和 18 日分别
举行实务会谈。第一次实务会谈内
容未向外界公开。第二次实务会谈
中，双方商定首脑会晤的主要环节将
电视直播。

新华社发

B 文在寅拟提议南北双方建常设联络处
韩国青瓦台官员 25 日说，总统
文在寅打算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会晤时提议南北双方共同组建常
设联络办事处，地点可能在板门店。
韩朝现阶段在板门店设有联络
处，但功能仅限于双方人员经由电话
联络。
《韩民族日报》报道，常设联络
处是现有联络处的“增强版”，有助于
南北定期对话。
按照青瓦台消息人士的说法，常
设联络处将由南北双方派人常驻，一
同办公，随时沟通，而非“出现突发事
件时临时会面”的场所，工作形式类
似韩朝先前在朝鲜开城工业园区设

韩国士兵在

立的共同管理委员会。开城工业园
化、建立永久和平机制、改善朝韩关系
区已关闭两年有余。
三大议题。按照韩方说法，
这次会晤是
一名青瓦台官员告诉韩联社，青 “2018 韩朝首脑会谈”，意指会晤今后
瓦台考虑以建立常设联络处为第一
将常态化。前两次首脑会晤分别于
步，下一步再讨论双方在韩国首都首
2000年和2007年举行，
地点均在平壤。
尔和朝鲜首都平壤互设办事处事宜。
韩方 25 日首次公开维修改造后
韩联社报道，
一些分析人士推断，
的
“和平之家”二层会议室内部场景。
假如在首尔和平壤互设办事处，安保
青瓦台介绍，以往两次南北首脑
事宜复杂，韩方需要顾及国内民众情
会晤，双方领导人经由会场两侧出入
绪。因此，青瓦台提议先行在板门店
口各自入场，分别落座方桌两边，而
常设联络处，
更易让南北双方接受。
这次，文在寅和金正恩将从会场中间
文在寅与金正恩定于27日在板门
的出入口一同入场，围绕椭圆形会议
店韩方一侧
“和平之家”
举行韩朝第三
桌相对而坐。
次首脑会晤，预计讨论朝鲜半岛无核
文在寅和金正恩的座椅相距

和
店“
板门

之
平

家

2018 毫米，寓意“朝鲜半岛 2018 年迎
来和平”。
除两名领导人外，双方将各有 6
名高级官员入座。椅背上方刻有朝
鲜半岛图案。
会场背景墙悬挂韩国知名画家申
璋湜的作品《从上八潭俯瞰金刚山》，
文在寅和金正恩将以这幅画为背景，
握手合影。青瓦台说，金刚山是半岛
名山之一，
象征韩朝和解与合作。
同在 25 日，韩联社援引韩国外
长康京和的话说，目前的事态存在令
人乐观的利好因素，韩朝达成协议
“空间很大”
。

C 美国目前在对朝政策上未做根本性改变
美国白宫发言人近期表态再次
透露出，美国目前并未在对朝政策上
发生根本性改变，美国总统特朗普与
美国国会、舆论及战略决策层在相关
问题上是否存在分歧，也存在相当多
的不确定性。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半岛局势显
现出积极发展的迹象，但在涉及朝鲜
半岛无核化等核心问题上，应有足够
耐心。各方可本着务实的态度，不作

过高期待，采取切实措施，一步一步
解决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
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朝鲜
表示中止核导试验，但与完全弃核仍
存在距离。
此外，
半岛问题还牵涉到复杂的多
方互动问题。韩联社25日援引青瓦台
的消息说，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下月中
旬访问美国，
向特朗普介绍同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结果，
并讨论半岛
无核化路线图的具体落实方案。
在朝鲜作出中止核导试验决定、
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明显缓和迹象的当
下，国际社会有理由鼓励所有各方相
向而行，为最终把半岛问题纳入政治
对话、
和平解决的轨道作出共同努力。
韩朝首脑会晤以及朝美首脑会
晤毫无疑问将涉及一系列双边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朝核问题是一个多

边问题、地区问题，涉及多国。国际
社会应对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一切
有助于促进朝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
和平解决的努力，
予以积极考虑。
历史经验表明，六方会谈是截至
目前解决朝核问题各种机制中，存续
时间最长、生命力最强的。如何适时
重启并灵活运用这一机制进行多边
对话，
值得各方关注。
（综合新华社 4 月 25 日电）

美法提伊核
“新协议” 伊朗 针锋相对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4 日
在白宫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
龙讨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继而向
媒体谈论双方提出一份“新协议”的
可能性。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质疑美法
领导人有何权利对由 7 国达成的伊核
协议作决定。

美法认为伊核协议
应加入3项“支柱”内容

特朗普（左）与马克龙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希望能就伊朗核问题制
定一项
“新协议”。
新华社发

24 日记者会上，特朗普说，伊朗
在中东地区制造
“问题”，2015 年达成
的伊核协议“原本应该覆盖也门、叙
利亚和中东其他地区”，即限制伊朗
在地缘政治领域对地区事务的强势
介入。
西方指认伊朗把导弹和导弹技
术转让给也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
主党等盟友以及军事介入叙利亚内
战，以维持叙政府。
特朗普说，他将审视“是否可能
打造一份有充分根据的新协议”；5
月 12 日，即他本人所设“修正”伊核

协议的最后期限，
“ 大家会看到发生
什么”。
与特朗普同台，马克龙告诉媒体
记者，现有伊核协议“不充分”，应加
入 3 项“支柱”内容，即限制伊朗 2025
年以后的核活动、弹道导弹项目和在
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马克龙说，他与特朗普所作讨论
“使得为一份新协议开通和铺平道路成
为可能”
，
法方愿就
“新协议”
与伊朗合
作，
但
“不是要撕毁一份协议，
而是打造
一个涵盖我们全部关切的新事物。
”
路透社报道，
记者会上，
看不出马
克龙劝说特朗普不要退出伊核协议的
努力是否取得实质进展。一名法国政
府官员说：
“今天（24 日）早晨的重要内
容、也是新内容，
是特朗普总统同意与
法国一起，把涉及新协议的想法摆上
桌面，
向伊朗人提议并作磋商。
”
特朗普今年 1 月要求英国、法国
和德国 5 月 12 日以前同意“修正伊核
协议缺陷”，否则美方将退出协议，恢
复协议所涉对伊制裁。
就伊核协议，特朗普要求加入限
制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内容，赋予联

合国核查伊朗军事设施以更大的权
力，删除“日落条款”，即协议 2025 年
失效后解除对伊朗铀浓缩活动所作
限制。
美国国务院已经与英法德方面作
多轮探讨。美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
22 日说，各方“就弹道导弹和核查”意
见一致，就日落条款无法弥合分歧。
一名了解白宫内部讨论的消息人士说，
一个讨论中的选项是给予时间宽限，
直
到欧洲方面同意
“修正”
伊核协议条款。

如果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伊朗或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伊朗政府多次说不会接受新的
伊核协议。
伊朗总统鲁哈尼 25 日发表演讲
时说：
“ 他们（美法领导人）说想要对
一个由 7 方达成的协议作决定。目的
是什么？有什么权利？
”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
阿里·沙姆哈尼 24 日在一场记者会
上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伊
朗正考虑的应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的
“三个选项之一”。
伊 朗 2015 年 与 美 国 、英 国 、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核问题
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停止高丰度铀
浓缩，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督查；伊朗
切实履行协议情况下，国际社会解除
对伊相关制裁。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
扎里夫 24 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
如
果美方退出伊核协议，
伊方
“极可能立
即”退出，意味着伊方“将不再受协议
中的国际义务所约束，即可以恢复比
协议严格限制高得多的（铀）浓缩”
。
“在那些对伊朗核项目评头论足
的国家看来，那（铀浓缩不受限）将是
完全不同的情况。”美联社报道，扎里
夫所指，是一些担心伊朗发展核武器
的国家。
伊朗政府说，发展核项目只为和
平的民事用途。
扎里夫说，尽管伊朗政府不主张
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国内
一些人把它列为应对美国退出伊核
协议的选项之一。
吴宝澍 （新华社专特稿）

这是 4 月 24 日在埃及亚历山大拍摄的事故
现场。一辆载有 11 名中国游客的面包车 24 日
在埃及北部城市亚历山大以西遭遇车祸，3 名中
国游客不幸遇难，包括 8 名中国游客在内的 10
人受伤。3 名遇难者均为老年游客。 新华社发

阿尔及利亚以间谍罪
判处一名外国人死刑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 4 月 24 日电 据阿尔及利
亚官方通讯社（阿通社）24 日报道，阿尔及利亚一
法庭日前以间谍罪判处一名利比里亚人死刑。
报道说，
阿南部城市盖尔达耶一个法庭23日以
间谍罪判处一名利比里亚人死刑，
另有 6 名来自非
洲其他国家的罪犯被判处10年监禁和高额罚款。
该法庭称，被判死刑的利比里亚籍罪犯受以
色列指派，在盖尔达耶招募其他外国人，从事破坏
阿尔及利亚国家安全的行动。

国际团队计划给地球上
所有复杂生物基因测序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4 日电 一个国际科学团
队正在推动一项旨在测出地球上所有复杂生物基
因的大型计划，计划历时 10 年对 150 万种已知真
核生物的基因组测序。来自美国、
中国、
欧盟、
澳大
利亚、加拿大和巴西等地的科学家 23 日在美国《国
家科学院学报》上介绍说，
这项
“地球生物基因组计
划”旨在阐明地球生命的进化和构成，为医药、农
业、
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全球性创新提供新资源。

巴勒斯坦一火箭专家
在马来西亚遇害

4 月 25 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人们运送已
逝巴勒斯坦火箭专家法迪·巴特什的遗体。
4 月 21 日，巴勒斯坦电气工程及火箭专家法
迪·巴特什在吉隆坡住所附近被两名身份不明的
枪手开枪打死。巴特什 35 岁，是马来西亚首都吉
隆坡一所大学的工程学讲师。
新华社/美联

巴基斯坦发生自杀式袭击
至少5名警察遇难

4 月 24 日，在巴基斯坦奎达，人们将一名受
伤的警察送往医院。巴基斯坦军方 24 日说，3 名
自杀式袭击者当天傍晚在该国西南部俾路支省首
府奎达对警方及安全人员发动袭击，造成至少 5
名警察遇难、7 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广告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月亮湾北部起步区海棠路
（北 段）横 断 面 调 整 论 证 报 告》公 示 启 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对文昌市月
亮湾北部起步区海棠路（北段）横断面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人士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文昌
市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QL7-3-2 地块的用地性质及规划
指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
30 天（2018 年 4 月 26 日至 2018 年 5 月 25 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
海南日报，
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
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
0898-63332128，
联系人：
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 年 4 月 26 日
■■■■■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月亮湾北部起步区蝴
蝶兰路横断面调整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对文昌市月亮
湾北部起步区蝴蝶兰路横断面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
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采购公告

中标公示
海南银行 2018 年 9 个网点装修项目（施工）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 时在海口市海秀东路 74 号鸿泰大厦 14 楼进行了公开招
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方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
工作，
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公示期：2018 年 4 月 26 日至 2018 年 4 月 28 日，如有质疑，请
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
招标人：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898-66505979
招标代理：
海南华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方: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
标的:2018 年-2020 年两年期海南环岛

1、公示时间：
30 天（2018 年 4 月 26 日至 2018 年 5 月 25 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
海南日报，
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163.
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
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和建议
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
0898-63332128，
联系人：
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 年 4 月 26 日

今日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文昌市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QL7-3-2 地块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1、公示时间：
30 天（2018 年 4 月 26 日至 2018 年 5 月 25 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
海南日报，
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163.
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
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和建议
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
0898-63332128，
联系人：
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 年 4 月 26 日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抢鲜读

非上市公司年报披露 亚龙湾去年盈利2.61亿

为融资出真招，
为企业做实事，
27.9 亿元贷款惠及 800 余户小微企业——

高铁东段各车站、海口站等自营店用于销售

海南银行小微金融服务的硬功夫

的预包装食品。

创业板逆市上涨 医药股活跃

■■■■■

报名时间:2018 年 5 月 7 日-5 月 9 日
咨询电话:0898-31680866 王小姐

(P04)

超跌反弹 首选防御品种
破
“收费难”
困局 斩获千万级大单

海虹控股DRGs业务 处全国领先地位
■■■■■

(H01)
(P02)
(H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