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24日公开
致信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告知取消原
定 6月 12 日与对方
在新加坡的会晤，归
咎于朝方近期显现
“怒气”和“敌意”。

朝鲜外务省第一
副相金桂冠25日受
权发表谈话，说朝方
“意外且非常遗憾”，
但愿意继续准备会
晤，“给美国时间和机
会”。他说，朝鲜为半
岛和世界和平与稳定
做出一切努力的目标
和意志坚定不移，愿
继续以开放的心态给
美国时间和机会。希
望美国也循序渐进，
通过谈判一个一个地
解决问题。

根据这份众议
院版本国防授

权法案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
7170亿美元国防授权法案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5月24日

351票
赞成

66票
反对

通过总额达 7170亿美元的2019财政
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以继续支持提升美国军力

6170亿美元
用于军购、军饷等基本开支

690亿美元
用于海外作战行动

220亿美元
用于核武器项目

根据这份法案，美军军饷将增长
2.6％，为9年内最大增幅，美军还将增加
约 1.6万名士兵

以

表决结果

在自今年10月1
日至2019年9月
30日的2019财政
年度中，美国被授

权国防支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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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演出时间：2018年5月30日、31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 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530元）乙等70元（政府补贴55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57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8年5月26日至5月31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周年重大系列活动暨2018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绚丽海南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型民族音乐会
主办单位：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承办单位：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中央民族乐团
协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海南广电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海南省民族歌舞团、海南大学艺术学院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海南置地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海南置地实业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8月

27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O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2018)琼0106民初2510号

5月24日，在黎巴嫩贝鲁特总统府，萨阿德·
哈里里出席记者会。

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24日宣布任命看守
政府总理萨阿德·哈里里为新一届政府总理，并授
权他组建新政府。 新华社发

哈里里再次被任命为
黎巴嫩总理

美朝领导人会晤变化
纪念币热销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4日
取消原定于6月12日与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的会晤的当天，白宫礼品
商店官网销售的会晤纪念币热销。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预订纪
念币的网民当天“挤爆”白宫礼品店
官网，导致页面一度瘫痪。礼品店
当天把纪念币列为“镇店之宝”，搞
起促销，价格从每枚24.95美元降
至19.95美元。

纪念币铸有特朗普、金正恩和
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侧面肖像。白宫
礼品店官方网站说，不论美朝领导
人会晤是否举行，纪念币“仍按计划
铸造”。礼品店支持退款。据官网
介绍，大多数纪念币订购者表示“不
管结果如何，都希望获得这份带有
政治历史色彩的传承之物”。

白宫通信局铸造另一款纪念币，
内部发行，图案略有不同。特朗普和
金正恩的侧面肖像分别位居左右两
侧，两人相对而视；左面注有“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右面标注“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背景相应为美国国旗和
朝鲜国旗。这款纪念币仅仅铸造
250枚，普通民众可能难以购买。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得知特朗普的决定后，韩国青瓦
台发言人金宜谦24日晚说：“我们正
试图想明白特朗普的意图以及那样
做意义何在。”

韩国总统文在寅24日晚11时
30分紧急召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
任委员开会。文在寅认为，当前形势

严峻，希望朝美领导人以更直接、更
密切的方式对话。

据 韩 国 外 交 部 当 天 上 午 声
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与韩
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通电话时强
调，美方有“明确意愿”继续与朝
方对话。

康京和在通话中特别提到，需要
让韩朝关系保持良好势头，让美朝对
话保有机会。她说，特朗普在信中没
有关上美朝领导人会晤的大门，她与
蓬佩奥讨论了维持朝美对话的“不同
方式”。

杜鹃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4日
取消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当天谈及美
方作出这一决定的过程，称美朝关系
将恢复原有“常态”。

“总统的决定”
蓬佩奥24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

事务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就美朝领导
人会晤取消等事宜接受大约4小时
质询。他说，他对美朝领导人会晤未

能实现“失望”，但并“不意外”。
蓬佩奥称，特朗普23日在白宫

召集会议，认定与金正恩的会晤不会
取得成果；取消会晤的决定由特朗普
本人作出。

白宫一名高级官员接受美联社记
者采访时给出相同说法。这名官员说，
特朗普23日晚与蓬佩奥和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等多名顾问磋
商，24日早晨决定取消会晤。按这名
官员的说法，特朗普口述致金正恩信

函，由蓬佩奥和博尔顿撰写成文。

恢复到“常态”
当被问及美朝关系是否回到先前

的对峙状态时，蓬佩奥回答：“某种程度
上，这是‘常态’。我们将继续施压。”

他说，希望美国和朝鲜能就朝方
放弃核计划恢复对话，但能否实现最
终取决于朝方。他说：“我希望我们
很快能回到那个位置，但最终要由金
委员长本人作决定。”

按蓬佩奥的说法，美国政府内部已
讨论下一步举措，今后几天将公开发布。

民主党质疑
特朗普取消会晤的决定得到共

和党一些支持者赞同。不过，民主党
人不依不饶，指责特朗普政府未能妥
善处置。众议院少数党、即民主党领
袖南希·佩洛西说，特朗普先前显然
没有弄清状况，现在想抽身，发出一
封“措辞亲密、像情书一般”的信。

民主党籍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
引用特朗普所著书籍《交易的艺术》
书名嘲讽道：“外交的艺术比交易的
艺术难得多。”

按梅嫩德斯的说法，博尔顿提及
“利比亚模式”没有起正面作用，因为
这一所谓模式没有给利比亚前领导
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带来好结局。卡
扎菲2003年放弃核计划，2011年在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支持的国内战乱
中丧生。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务卿透露美朝会晤 内情

美国白宫24日公开一封由特朗
普写给金正恩的信，日期为当天。

特朗普先是感谢朝方为安排美
朝领导人会晤所作努力，强调十分期
待与金正恩的会面，但“鉴于你方最
近言论中展现极大怒气和露骨敌
意”，美方认为现在会晤“不合适”。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白宫官员

告诉路透社记者，朝方有关美国副总
统迈克·彭斯的言论是促使特朗普决
定取消会晤的“最后一根稻草”。

彭斯21日称，一旦“无法达成协
议”，朝鲜恐怕会落得与利比亚类似的
下场。朝鲜外务省副相崔善姬24日
早些时候回应，彭斯拿朝鲜与利比亚
作对比是“无知和愚蠢”。

朝方对所谓“利比亚模式”十分
敏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约翰·博尔顿近期多次提及“利比亚
模式”，要求朝方放弃所有核武器并
运到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核设施保
管。金桂冠16日指责美国试图把

“利比亚模式”强加给朝鲜，说朝方
可能取消朝美领导人会晤。

金桂冠25日经由朝中社发表受
权谈话，说美国单方面公开取消会晤
促使朝方重新思考“作出的努力和选
择的新路是否妥当”。

他说，朝方“愿意继续以大方和
开放心态给美国时间和机会”，重申

“愿意随时以任何方式坐在一起解决
问题”。

“首次见面不会解决所有问题，
但循序渐进，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
（朝美）关系毕竟会比现在好，总不会
更加恶化。美国应该仔细想想。”

韩联社解读，朝方在特朗普宣布
取消会晤的次日清早发表金桂冠谈
话，表明愿意继续推进会晤，旨在强
调朝方的积极态度。

特朗普在公开信中感谢朝方本
月9日释放三名遭关押的美国人，
称“那是漂亮姿态，非常感谢”，同时
不忘威慑朝方：“你们谈及你方核能
力，而我方的核武器如此多、如此
强，以至于我得向天祈祷它们不会
被使用。”他最后告诫朝方不要“错
失良机”。

美宣布制裁为伊朗航空公司
提供帮助的个人和实体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4日电（记者刘晨 朱
东阳）美国财政部24日宣布，制裁为伊朗航空公
司提供帮助的3名个人和6家实体。

财政部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说，被制裁者包
括2名伊朗人、1名土耳其人以及6家实体，这些
个人和实体为此前被美国制裁的多家伊朗航空公
司购买飞机零部件并提供其他服务，令伊朗政府
有能力向境外输送武器、军队和资金等。根据规
定，被制裁者在美国境内全部资产将被冻结，美国
企业和个人不得同被制裁者进行任何往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
议，并重启因该协议而豁免的对伊朗制裁。此后，
美财政部发起多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

特朗普认为现在会晤“不合适”A

朝鲜仍愿“以大方和开放心态”继续谈B

文在寅劝特朗普金正恩以更直接、更密切的方式对话C

特朗普金正恩会晤生变 朝美再互动
朝鲜回应：愿继续准备会晤，“给美国时间和机会”

“变脸”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4日电）

“记者准备好了吗？”
“可以爆破了吗？”
“爆破！”
当地时间24日上午11时，随着

现场指挥的一声令下，位于朝鲜东北
部山区的丰溪里核试验场传来一连
串沉闷的爆炸声。被炸塌的山体瞬
间掩埋了万塔山主峰南坡的2号坑
道入口，扬起漫天尘土。

丰溪里核试验场
揭开神秘面纱

在爆破开始前，朝鲜核武器研究
所副所长在2号坑道入口附近一幅
高3米、宽4米的示意图前，向应邀
前来的国际记者团介绍丰溪里核试
验场的基本情况和当天的爆破安
排。这是朝方第一次邀请外国人士
来到这一区域，也是朝方第一次公布
这个核试验场的详细信息。

从2006年到2017年，朝鲜先后
在这里进行6次核试验，使得丰溪里
核试验场成为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重
要象征。朝方公开邀请外国媒体到
现场采访报道，揭开了丰溪里核试验
场的神秘面纱。

当天早上6时20分，来自中国、俄
罗斯、美国、英国和韩国10家媒体的
30名记者乘坐绿皮专列，在经过约12
个小时的夜间行车后，到达只有一块
站牌和一座吊车的载德火车站，随后
转乘汽车，最终抵达丰溪里核试验场。

记者探秘
核试验场所有坑道

从示意图上看，丰溪里核试验场

位于海拔2204.6米的万塔山主峰南
侧山谷，由编号分别为1至4号的四
条坑道组成。1号坑道在2006年进
行首次核试验后被破坏废弃，2号坑
道在此后进行了5次核试验，3号和
4号坑道是备用坑道。

在朝方安排下，记者们在2号坑
道入口进行了现场探查和采访，打
开坑道大门，里面布满了密如蛛网

的白色引线，连接着洞体上的各个
爆炸物。

据介绍，从这里向北，坑道主干
道笔直穿过万塔山主峰下的山体，在
中间形成 4 条分叉，从 2009 年至
2017年，朝鲜在4个分叉和主坑道
末端分别进行了5次核试验，规模一
次比一次大。如果没有来到现场，很
难想象，这个隐藏在青松绿草之间，

高不过2.5米、宽约3米的坑道，曾一
再搅动全球局势，引起朝鲜半岛乃至
东北亚地区的风云变幻。

除2号坑道外，3号和4号坑道
也是外媒关注焦点。据韩国媒体报
道，在4月末举行的朝韩领导人板门
店会晤中，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
韩国总统文在寅透露，丰溪里核试验
场内还有两条从未公开的坑道，引起

外界高度关注。
朝鲜核武器研究所的官员说，3

号坑道有两个分叉，可以进行两次试
验，4号坑道则是专门用于“超大威
力”的核试验。记者在现场看到，3、
4号坑道要比2号坑道更高大，而4
号坑道内部构造明显更加牢固。

2号、4号、3号坑道
先后成功爆破

24日当天，朝方先后对2号、4
号、3号坑道进行爆破，并分批炸毁
场内十多幢用于观测、研究、警备等
目的的地面建筑物。

在完成所有爆破后，朝鲜核武器
研究所副所长发表声明称，爆破和拆
除行动取得了成功，确认完全没有放
射性物质泄漏，也没有对周边生态环
境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国际记者团当天离开丰溪里核
试验场时，朝方特地准备了软刷和清
水，以便记者清理衣物上的尘土，这
一细心安排给记者们留下深刻印
象。可以从中看出，对朝鲜而言，告
别丰溪里不是一个草率的选择，他们
希望通过废弃行动向世人展示出由
衷的诚意和善意。

当记者在25日上午乘坐专列返
回元山后得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暂时取消原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与
金正恩举行的朝美首脑会晤。

5月24日，丰溪里作为核试验场
的历史就此终结，但以核问题为焦点
纠缠了几十年的朝美关系，距离揭开
新的一页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新华社朝鲜丰溪里5月25
日电 记者程大雨 李拯宇）

这是5月24日在朝鲜咸镜北道吉州郡的丰溪里核试验场拍摄的爆破现场。 新华社/美联

爆破丰溪里
——朝鲜废弃北部核试验场纪实

工人罢工要求涨工资

澳印钞厂百年来首次停工
澳大利亚印钞公司工人25日因要求涨工资

罢工，印钞厂一百多年来首次停工。
澳印钞公司是澳大利亚中央银行澳大利亚储

备银行全资子公司，唯一印钞厂在港口城市墨尔
本，雇用100余名员工。公司网站说，除印刷澳大
利亚纸币，它还使用聚合物基底技术为新西兰、泰
国、印度尼西亚和科威特等国中央银行印刷纸币。

印钞公司工人要求工资年均上涨3.5%，而央
行提供的涨幅为2%。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