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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省党政主要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文件精
神和党务、政务公开的要求，现将
2018 年度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增
补对象予以公告。
王根生 市规划局原党委书记
梅耀林 市规划局原局长、党委

副书记
陈跃生 市信访局原局长、党组

书记
陈 兵 镇江国控集团原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
联系电话：84427187

镇江市经济责任
审计领导小组办公室

公 告

镇江供电公司6月14日
停电检修信息

停送电时间 停电线路/配变 停电范围
10:00-16:00 10kV 紫荆 241 线百合

苑开关站 1121 开关以下 百合苑 1 号
箱变、百合苑2号箱变

9:00- 12:00 10kV 恒 美 II214 线
21404 开关以下，至恒美家园开关站分段
1000开关 镇江顺和物业有限公司

9:00-15:00 10kV新华线 64013开
关（备用）；10kV 红旗线 63121 开关以下；
10kV 红旗线 63122 开关以下 良奕置
业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
新加坡圣淘沙岛举行首次会晤。
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就朝美关
系、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及半岛无
核化等问题作出承诺。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首次领
导人会晤取得了积极成果，为双
方逐步建立互信奠定了良好基
础。真正实现半岛持久和平，需
要双方抓住契机，继续相向而
行，坚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而
这一目标注定不会一蹴而就。

指明努力方向

金正恩和特朗普当天在经
过将近 5 个小时的会晤后，签
署了联合声明。双方宣布，将
努力建立新的朝美关系，构建
朝鲜半岛持久稳固的和平机
制。朝方重申对半岛完全无核
化的承诺。为推进落实会晤成
果，朝美承诺后续将举行高级
别谈判。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12 日在北京对记者表示，朝美
相互对立甚至敌对半个多世纪，
今天，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能够坐
在一起，进行平等对话，这本身
就具有重大和积极的意义，就是
在创造新的历史。中方对此当
然欢迎和支持，因为这是中方一
直期待和努力的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副教授刁大明认为，此次会晤
的重要性在于，双方领导人在方
向上形成共识，彼此确认了和平
解决半岛问题的诚意和决心，为
未来进一步展开各层次具体沟
通与互动提供了基础。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
治系教授王生认为，朝美在此次
会晤中达成共识，打开了朝鲜半
岛的“和平之窗”，为朝鲜半岛实
现无核化与和平发展提供了契
机。如果双方沿着当前的道路
继续走下去，半岛紧张局势将得
到有效缓和，这也将给整个东北
亚地区局势带来积极影响。

仍需相向而行

朝美联合声明为解决半岛
核问题确定了一个积极的总体

框架，但其中没有详细阐释如何
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与实现无核
化的具体路径。下一步，通过对
话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确保声明
内容得到有效落实，将成为包括
朝美在内所有朝核问题相关方
的重要任务。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此前曾
要求朝鲜在短期内彻底弃核，但
从此次会晤成果看，其态度在向
更加务实的方向转变，认识到半
岛无核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这
为双方进一步对话创造了条件，
但也不能因此过于乐观，因为朝
美目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
在明显分歧。

例如，美方要求朝方“完全、
可验证、不可逆”地弃核，然后美
方再解除对朝制裁；朝方则主张
半岛以“阶段性、同步措施”方式

实现无核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

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从此次朝美
领导人会晤来看，双方都很务
实，都有所妥协，这对双方来说
是很好的开端。解决朝鲜半岛
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半个世
纪的争议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
内解决。无核化是一个分阶段
的过程，要有一阶段、二阶段、三
阶段这样的过程。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
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指出，
为确保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朝
美双方及国际社会都应珍惜今
年以来半岛局势难得的缓和趋
势，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半岛无
核化和政治解决进程可持续走
下去。

据新华社新加坡6月12日电

朝美领导人狮城首会
半岛和平还有多远?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
电 外交部 12 日就朝美领导
人会晤发表声明，对会晤取得
的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声明
全文如下：

朝美领导人会晤顺利举
行并取得了积极成果。这是
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政治
解决进程取得的重要进展。
我们对朝美两国领导人作出
的政治决断表示高度赞赏，
对会晤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
和支持，对有关各方为推动
会晤取得成功所作努力予以
积极评价。

实现半岛无核化，结束持
续六十多年的敌视与对立，谋
求半岛和地区的持久和平与
繁荣，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此次

朝美领导人会晤及其取得的
成果，是向着上述目标迈出的
正确而重要的步伐。

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
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与稳
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
题，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一
段时间以来，半岛形势出现的
重大积极变化，特别是朝美领
导人会晤取得的成果，符合中
方期待。我们希望并支持朝美
双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
的共识，推进后续协商，进一
步巩固和扩大成果，使政治解
决半岛问题成为可持续、不可
逆的进程。

中方作为半岛近邻和重
要一方，愿同有关各方一道，
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
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

新华社纽约6月11日电 美国纽
约世界贸易中心 3 号楼 11 日举行开
业典礼，成为“9·11”恐怖袭击事件遗
址重建工程中第二高的摩天楼。

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公告中，纽约
州州长科莫将这一新楼称为“‘9·11’
后纽约人忍耐精神的一个证明”，并
表示“它将成为一个商业活动中心”。

世贸中心 3 号楼高约 329 米，共
80层，由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理查
德·罗杰斯设计，为纽约市第五高的
摩天大楼。

原纽约世贸中心主要建筑在
2001年“9·11”事件中坍塌。3号楼在
历经开发商和业主之间数年争论后，
于2010年动工兴建，在此后的国际金
融危机中曾一度停工。

据悉，“9·11”事件遗址重建工程
迄今已建成三座摩天楼，其中 1号楼
高541米，是目前西半球最高的建筑。

韩国国防部 12日说，朝鲜
方面当天上午向韩国方面通报
参加 14 日韩朝将军级军事会
谈的代表团名单。至此，双方参
会人员均已确定。这将是时隔
10年6个月双方重新启动将军
级军事会谈。

韩国国防部说，朝方 12
日上午9时20分左右经由板门
店联络渠道向韩方通报代表团
名单。朝方代表团5人，由陆
军中将安益山率领。韩联社报
道，安益山 2004 年作为朝方
代表出席第一和第二次朝韩将
军级会谈。

按韩国国防部的说法，朝方
在通知中提议讨论落实《板门店
宣言》，缓解军事紧张状态。

前一天下午 3 时 20 分左
右，韩方向朝方发送参加军事
会谈的代表团名单。韩方率团

的是国防部对朝政策官金道均
（音译）少将，另外 4 名谈判代
表分别来自国防部和统一部。

这次会谈地点是板门店朝
方一侧“统一阁”。如果按期举
行，这将是双方举行的第八次
将军级会谈。上次会谈在 2007
年12月。

这次会谈原定今年 5 月。
韩国和美国启动大规模空战演
练后，朝鲜取消高级别会谈，军
事会谈因而没有按期举行。本
月 1 日，朝韩在高级别会谈中
商定14日举行军事会谈。

韩联社报道，鉴于这是双
方时隔 10 年多来首次举行将
军级会谈，可能优先讨论敏感
度较低的话题，包括完全恢复
军事通信线路、定期举行军事
会谈和开通两军高层热线电
话。 新华社专特稿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

欢迎和支持会晤成果
朝韩时隔10年将重启
将军级军事会谈

意大利新政府
拒绝难民救援船登陆

新华社罗马6月11日电 继10日
拒绝一艘难民救援船靠岸后，意大利
新政府 11 日仍拒绝这艘难民救援船
登陆。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这艘救援船
载有 629名难民，10日被意大利内政
部拒绝进入意南部所有港口。在海上
停留36小时后，西班牙出于对船上人
员安全的考虑，同意该船在其东部港
口巴伦西亚暂时停靠。

五星运动和联盟党联合执政的意
大利新政府6月1日宣誓就职，两党均
在难民问题上持强硬态度。他们曾表
示停止接纳外来移民和难民。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4年以来已
有超过60万难民登陆意大利。2016年

“巴尔干通道”关闭后，非政府组织把
在地中海中部海域搜救的海上难民带
到意大利港口登陆已成为默认的流程。

美南部劫持人质事件
致4名儿童死亡

新华社华盛顿6月11日电 美国
南部佛罗里达州 10 日发生一起劫持
人质事件。警方11日确认，犯罪嫌疑
人与4名被劫持儿童全部死亡。

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警察局长约
翰·米纳说，当地警方 10 日晚接到一
名女子报警，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一
名持枪男子和4名被劫持儿童同处在
一处公寓内。警方在试图营救时同嫌
疑人发生枪战，导致一名警察重伤。

随后，警方与嫌疑人对峙近24小
时，在屡次要求嫌疑人放弃抵抗遭拒
后于11日晚进入公寓，发现所有儿童
已经死亡，嫌疑人也已自杀身亡。

据媒体报道，其中 2 名儿童是枪
手子女，另外2名是报警女子的子女。

警方透露，嫌疑人为一名35岁白
人男子，此前被法院判处犯纵火等罪，
目前正处于缓刑期。

美国社会持枪劫持事件时有发
生。3月9日，一名枪手持自动武器进
入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纳帕县扬特
维尔的加州退伍军人之家，制造了一
起枪击和劫持人质事件，枪手与 3 名
女性人质全部死亡。

拉加德：
美贸易保护主义
致世界经济蒙阴影

6 月 11 日，在德国首都柏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左）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新闻
发布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
德 11 日在柏林警告说，美国贸易
保护主义政策很可能会给世界经
济带来负面影响。拉加德当天在
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机构领
导人举行年度会面后作出上述表
态。 新华社/路透

伊朗情报部门挫败
斋月期间恐袭图谋

新华社德黑兰6月11日电 伊朗
情报部门11日说，伊朗情报人员抓获
27名恐怖活动嫌疑人，挫败了他们在
斋月期间发动恐怖袭击的图谋。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情
报部门的话报道说，情报人员还查获
了一批手榴弹、炸弹和其他爆炸物及
手枪、冲锋枪等武器，这些恐怖活动嫌
疑人企图在斋月期间对伊朗首都德黑
兰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发动袭击，意图
在伊国内制造混乱。

伊朗情报部门目前没有公布这些
恐怖活动嫌疑人的具体信息。

伊拉克警方逮捕4名
投票箱仓库失火案嫌疑人

新华社巴格达6月12日电 伊拉
克司法机构11日表示，针对存放国民
议会选举部分投票箱的仓库失火事
件，警方当天逮捕了 4 名涉嫌参与纵
火的嫌疑人。

伊最高司法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
说，根据法庭指令，3名警察和 1名伊
拉克独立高等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因
涉嫌参与纵火被捕。10日下午，位于
巴格达市中心存放选举投票箱和电子
计票设备的3个相邻仓库发生大火。

6月11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世
贸中心一号楼的影像映射在世贸中心
三号楼的外立面上。 新华社发

纽约“9·11”遗址
又一摩天楼开业

英国“脱欧”迎关键一周
6月12日，在英国伦敦，首相特雷

莎·梅离开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
英国议会下院定于12日至13日

审议和表决议会上院提出的《退出欧
洲联盟法案》系列修正案，“脱欧”进程
迎来关键一周。 新华社/法新

6月12日，金正恩（左）与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