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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1 日会晤
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谈及希望美朝领
导人第三次会晤，破解朝鲜半岛核谈僵
局。

不过，特朗普说，现阶段不会解除对
朝鲜制裁。

盼美朝再谈盼美朝再谈

文在寅 10 日飞抵美国首都华盛顿，
11日会晤特朗普以及其他多名美方高级
官员，磋商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美韩军
售和贸易等议题。

就美国和朝鲜两国首脑是否有望近
期再次会晤，特朗普11日释放积极信号：

“有可能发生。（美朝首脑）第三次会晤有
可能发生。得一步一步来，不能一蹴而
就。”

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去
年6月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就“建立新的
美朝关系”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
平机制”达成一致；今年2月27日至28日
在越南河内第二次会晤，但提前几个小时
结束会晤，没有达成协议。

文在寅11日说，他与特朗普一样，把
朝鲜完全无核化视为“终极目标”。在文在
寅看来，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并非失败，
而是漫长对话进程的一部分，“我们现在
面临的重要任务是，保持对话的势头”。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告诉文
在寅，他与金正恩关系挺好，“（美朝）对话
的大门依旧敞开”。

韩朝先会晤韩朝先会晤？？

这是文在寅任内第七次会晤特朗普。
自2月底朝美领导人会晤以来，这是韩美
两国首脑首次会晤。

特朗普 11 日说，希望文在寅能够近
期与金正恩见面，继而推动实现第三次

“金特会”。
一名韩国官员披露，文在寅向特朗普

承诺，他会尽快联络朝鲜方面，推动实现
韩朝首脑会晤，以便进一步助推美朝对
话。特朗普随即表示，希望文在寅尽快告
知韩朝互动的进展。

文在寅去年曾三度会晤金正恩，其中
第三次是文在寅2018年9月访问朝鲜首
都平壤，而金正恩当时承诺访问韩国。不
少政治分析师认为，文在寅如果能近期会
晤金正恩，将有助于促成朝美重新启动对
话。

另外，特朗普11日说，不排除美朝韩
领导人三方会晤的可能性。

制裁仍继续制裁仍继续

特朗普与文在寅谈及对朝鲜制裁事
宜，表示现阶段不会取消对朝制裁，也不
考虑追加制裁。

面对媒体记者提问，特朗普 11 日答
道，“我们总是可以增加（对朝）制裁措施，
只是现在我不想这么做”。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他与文在寅商讨
过“某些人道主义（援助）”，例如韩国有可
能向朝鲜提供食品等援助。

一些政治分析师注意到，文在寅启程
访美前释放愿意向朝鲜让步的信号，但美
方“显然恢复了强硬立场”。特朗普11日
说，朝方寻求美方“一步步”放松制裁，美
方持开放态度，但需要看到朝方采取更多
具体措施。

“（美朝达成）各种小交易，这有可能。
事情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一步步敲定小交
易，”特朗普说，“但现在我们谈的是大交
易。所谓大交易，是指全面弃核。”

新华社特稿

文在寅访美商议助推朝美对话

新华社平壤4月12日电据朝中社
12日报道，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
第一次会议 11 日开幕，会议推举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朝鲜国务委员会
委员长，崔龙海当选国务委员会第一副
委员长和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
员长，金才龙当选内阁总理。

据报道，会议首日议程在万寿台议
事堂举行。崔龙海议员向大会郑重提
议推举金正恩为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
长，获得参会人员一致支持。

会议还选举朴凤柱为副委员长，金
才龙等11人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金才
龙当选内阁总理，并向会议提交了内阁
副总理、各部门负责人等内阁成员名

单，获得会议一致同意。会议还进行了
其他多项选举或任命。

报道说，会议通过对朝鲜宪法的修
正补充法令，并通过了 2018 年和 2019
年的预决算案。会议还将持续进行。

朝鲜3月举行了第14届最高人民
会议议员选举，选举出687名议员。

根据2016年6月修改补充后的朝
鲜宪法，最高人民会议是朝鲜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每届任期五
年。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是朝鲜的最高
领导者，国务委员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
政策领导机关。2016年6月，金正恩被
推举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联合国方面11日说，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郊区的
战事致死至少56人、致伤266人，大约6000人逃离交
战地区。

由于法国方面反对，欧洲联盟前一天没有就利比
亚战事通过一份声明。意大利方面11日指认法方出
于“利益”考虑阻碍通过声明。

枪炮响整夜枪炮响整夜

世界卫生组织11日说，利比亚东部武装“国民军”
与民族团结政府武装力量的交火致死56人，多数是双
方武装人员，另有一些平民死亡，包括两名医生和一名
救护车司机；266人受伤。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说，逃离交战地区的
平民人数继续增加，过去48小时内达到大约6000人。

截至11日，民族团结政府武装力量将利比亚东部
军事领导人哈利法·哈夫塔尔麾下的“国民军”拦在的
黎波里市中心以南大约11公里处。双方先前在暂停
运营的的黎波里国际机场和艾因扎拉区激烈交火。

目击者告诉路透社，的黎波里市中心整晚可以听
见枪炮声、爆炸声。

利比亚反对派2011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空袭
支持下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两大势力自2014
年以来割据对峙：民族团结政府及其武装力量控制的
黎波里等西部部分地区，获得联合国承认；“国民代表
大会”在东部城市图卜鲁格另建政权，在“国民军”支持
下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
市。

“国民军”今年年初从东部大本营出发，争夺人口
稀少但富产石油的南部，一周多前向民族团结政府所
在地的黎波里推进。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10日在安全理
事会一场闭门会议上呼吁利比亚各方停火，“避免最糟
糕的情况，即的黎波里陷入激烈、血腥的战斗”。

意法口水仗意法口水仗

欧盟原本打算就利比亚战事发表一份声明，指认
哈夫塔尔对的黎波里的进攻将平民置于危险境地、扰
乱利比亚政治进程、对利比亚和更广泛区域构成风险。

只是，由于法方反对，这份声明10日没有获得通
过。

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11日
告诉卢森堡广播电视台记者：“如果法国出于经济和商
业原因阻拦欧盟声明、支持交战的其中一方，后果非常
严重。”按照萨尔维尼的说法，意方“不会袖手旁观”。

法国在利比亚东部有石油资产，过去几年向哈夫
塔尔提供军事援助；意大利曾经殖民利比亚，同样有石
油资产，支持民族团结政府总理法耶兹·萨拉杰。

萨尔维尼说，意方“彻底排除军事干预利比亚的可
能性以及其他国家（干预利比亚的可能性）”。

他提及北约2011年支持利比亚反对派推翻卡扎
菲政权，法国时任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推动北约作出这
一决定；只是，法方“似乎更多由经济和商业利益驱动，
而非人道主义忧虑”。

法国外交人士11日告诉路透社记者，法方并非反
对呼吁哈夫塔尔停止攻势，而是要求对声明草案作修
改，包括提及反抗哈夫塔尔的武装人员中有联合国认
定的“恐怖分子”。

新华社特稿

日本航空自卫队坠毁的 F-35A
型战机被曝先前两次发生空中故障
并紧急降落。

日本共同社11日报道，防卫副大
臣原田宪治告诉国会众议院总务委
员会，这架F-35A战机2017年和2018
年分别发生一次空中故障并紧急着
陆；两次事件中，战机更换部件后正
常飞行。

就战机坠毁与两次故障是否有
关联，原田拒绝发表看法。

当地时间 9 日 19 时过后，4 架
F-35A 战机在日本青森县三泽市东
北大约135公里的太平洋空域作空战

“格斗”训练，失事战机为编队长机。
训练期间，这架战机的飞行员突然在
无线电通话中喊“训练中止”，随即失
去联络，战机在雷达屏幕上消失。

9 日深夜，搜救人员发现机体部
分残骸，飞行员失踪。

失事战机飞行员没有报告战机
故障，没有迹象显示他弹射跳伞。日
本媒体报道，这种情况显示，飞行员
可能来不及弹射逃生。

征得失事战机飞行员家属同意，
航空自卫队11日公布，他的姓名是细
见彰里，41 岁，飞行时间总计大约
3200小时，其中驾驶F-35A的时间大
约60小时。

日 本 自 卫 队 打 算 采 购 147 架
F-35系列战机，包括105架常规起降
的F-35A战机和42架短距离起飞、垂
直降落的F-35B战机。

失事战机由日本三菱重工业公
司 组 装 ，是 全 球 已 知 坠 毁 的 首 架
F-35A战机。

日本时事社报道，F-35预定成为
日本主力战机，如果因这起坠机事件
查明战机有缺陷，将打乱采购计划，
影响日本防空体系，因而自卫队有强
烈危机感。防卫副大臣原田11日说，
采购计划现阶段不变。新华社特稿

日本坠毁F-35战机有故障史 金正恩再次被推举为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4月1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与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
握手。

新华社电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娃11日说，美国对委内瑞拉的非
法单边制裁给该国造成超过1100亿美
元损失，与其强行向委提供数量有限的
人道主义援助，不如取消对委制裁。

扎哈罗娃当天在俄外交部例行记
者会上说，西方试图强行向委内瑞拉
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价值仅数千万美
元，而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却给委内
瑞拉造成超过1100亿美元损失。美国
意在采取一切手段使委内瑞拉民众遭
受痛苦，以便达成其政治目的，这一手
法美国已对许多国家使用过。

她说，目前并不存在向委内瑞拉
强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客观原因，

委境内既没有军事冲突，也没有自然
灾害或疫情。单边制裁影响的是委内
瑞拉普通民众的生活，帮助该国的最
佳办法就是取消制裁。

扎哈罗娃说，俄罗斯支持在委内
瑞拉问题上严格遵守国际法准则和规
范，反对外界强行对委内瑞拉这一主
权国家施加影响和控制。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危
机。1月23日，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
对派领导人瓜伊多自任“临时总统”，
得到美国、欧洲和拉美多个国家承
认。委内瑞拉政府随即宣布与美国断
交。为逼迫委总统马杜罗下台，美方
不断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手段施压。

新华社电 巴基斯坦警方12日证实，西南部俾路
支省首府奎达当天发生的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
至16人，另有30多人受伤。

奎达市副总警监拉扎克·奇马告诉当地媒体，袭
击发生在奎达市赫扎尔根吉地区一处露天蔬菜市场
内，一枚自制爆炸物被藏在麻袋中。

据媒体报道，赫扎尔根吉是当地什叶派哈扎拉人
的一个聚居区。爆炸发生时，市场内聚集了许多商
贩。市场周边的部分房屋和车辆也在爆炸中受损。
事发后，当地警察、安全部队和救援人员迅速封锁了
现场。医院方面的消息称，伤员中有6人伤势严重，死
亡人数还可能上升。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和俾路支省首席部长贾
姆·卡迈勒·汗强烈谴责此次袭击。贾姆·卡迈勒·汗
表示，将迅速采取行动打击袭击者。

目前尚无组织和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当
地媒体称，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分子经常因宗教原因
发动袭击。

美国制裁委内瑞拉

造成逾1100亿美元损失

利比亚战事确认致死56人

巴基斯坦奎达爆炸

死亡人数升至1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