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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拟中选后会晤金正恩
美朝双方正在磋商会晤地点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9日说， 他打算
11月 6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与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会晤。 按特朗普的
说法，美朝双方正在磋商会晤地点，已有三四
个备选地。

乌军火库爆炸疑人为破坏

谈时间

蓬佩奥 9日下午前往白
特朗普 9日乘坐总统专
机“空军一号”前往艾奥瓦州 宫，与媒体记者简短沟通时给
参加一场集会。他在专机上告 出类似说法。他说：“虽然前路
诉媒体记者，他正忙于 11月 漫长，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们
6日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 现在看到通往最终目标的道
举，与金正恩第二次会晤将在 路。这一目标就是朝鲜完全、最
终可验证的弃核。”
选举结束后。
前一天，蓬佩奥披露，美朝
特朗普说：“ 会晤时间将
在中期选举后，现在我不能 就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的细节已
“非常接近”达成一致。
离开。”
特朗普和金正恩 6月 12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告
诉媒体记者，国务卿迈克·蓬佩 日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并发表联
奥上周末访问朝鲜期间与金正 合声明，承诺努力建立朝美新
恩“谈得不错”，美朝正在磋商 关系、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
和平机制。
双方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谈地点

特朗普 9日对美朝磋商取
得的进展显现乐观情绪。他在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告诉媒体记
者：“我们与金委员长关系非常
好。我喜欢他，他喜欢我，我们
关系不错。”
按特朗普的说法，就他与
金正恩第二次会晤，美朝正在
考虑三四个备选地点。只是，他
没有列出备选地点：“我们正在
讨论三四个不同的地方，会晤
时间不会太远。”
外界推测，备选地点可能

包括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瑞士
日内瓦或是位于朝鲜半岛非军
事区的板门店。
特朗普暗示，这次会晤不
会在首次会晤地点新加坡。
他说：“ 新加坡是个好地方，
但我们这次可能选一个不同
的地方。”
记者问及位于美国佛罗里
达州的海湖庄园是否会列入备
选地时，特朗普回答：“我认为
不错，但我们得看情况。”
据新华社

黑山

奏国歌不起立
重罚两千欧元
黑山政府向议会提交一项
立法草案，打算处罚奏国歌时
不起立的人，最重罚款 2000
欧元（约合 1.59万元人民币），
外国游客同样适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9
日报道，黑山内阁上周通过
《黑 山 国 家 象 征 和 建 国 日
法》修正案 草 案 ，内 容 包 括
“对在奏国歌时不起立的自
然人”处以 300至 2000欧
元罚款。
就外国人是否适用于这
部法律修正案，黑山政府发
言人告诉这家美国媒体，新
规定适用于奏国歌时在场的
所有人，残疾人除外。残疾人
无需起立，可以用“其他方
式”表达对国歌的尊重。不
过，修正案没有界定什么是
“其他方式”。
黑山位于巴尔干半岛西
南部、亚得里亚海东岸，曾是南
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的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南联
邦 1991年开始解体，黑山和
塞尔维亚次年组成南斯拉夫
联盟共和国。南联盟 2003年
更名为塞黑联邦。2006年 6月
3日，黑山独立。
黑山国歌是《啊，五月的清
晨》。黑山议会一些亲塞尔维亚
的议员拒绝接受这首国歌，缘
由是多段歌词的作者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法西
斯扶植的傀儡政府总理塞库
拉·德尔耶维奇。这些议员指
认德尔耶维奇与纳粹合作、犯
有战争罪行，在议会奏国歌时
拒绝起立。
这部修正案还要求接受国
家资助的公共机构在各自建筑
上升挂国旗，违者罚款 1000
至 2000欧元。
黑山 2017年 6月加入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正与欧洲联
盟继续漫长的入盟谈判。
据新华社

8.8万吨军火。乌国防部否认这
一说法，对军火数量保密。
一名目击者告诉路透社记
者，强烈的爆炸震碎附近村庄房屋
的窗户。一些军火在爆炸中震飞，
落入附近树林里，传出爆炸声。
当地政府随后关闭军火库
“这是军事破坏”
半径 30公里内空域，暂停公路
当地时间 9日凌晨大约 3 和铁路运输。紧急服务部门说，
时 30分，乌北部切尔尼戈夫州 天然气和电力供应中断。路透社
一座军火库发生系列爆炸。乌克 报道，超过 1.2万人紧急疏散。
兰国防部说，大约每隔两到三秒
切尔尼戈夫州政府在一份
听到一次爆炸声。燃起的火球冲 声明中说，63人因爆炸产生的
向天空，现场冒起滚滚浓烟。
浓烟感到不适，寻求医疗救助。
乌国防部发言人罗季翁·季 乌军方说，没有收到爆炸导致人
莫申科说，爆炸有间隔地发生在 员伤亡的报告。
军火库不同区域，“ 两次爆炸同
时发生，五分钟后另外两起爆炸 军火库火灾频发
（发生在军火库的另一个区域），
暗示这是一次军事破坏”。
法新社报道，这是乌克兰军
这座军火库位于首都基辅 火库近三年来发生的第六起大
以东大约 176公里，占地 682 型火灾。2017年 3月，哈尔科夫
公顷。乌克兰媒体报道，它是乌 州巴拉克列亚市附近一座军火
最大的军火库之一。乌紧急服务 库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致使 1
部门先前说，这座军火库存有 人死亡，5人受伤。去年 9月，文
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 9日
说，当日凌晨军火库爆炸可能是
人为制造。爆炸导致周边 1万多
人紧急疏散，超过 60人寻求医
疗救助。

尼察州卡利诺夫卡市附近一座
弹药库爆炸，3万余名居民紧急
疏散，库存武器大约三分之一损
毁。今年 5月，顿涅茨克州一座
军火库发生爆炸。
由乌克兰民间武装成立的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一名发
言人丹尼尔·别兹索诺夫 9日
说，发生爆炸的这座军火库存有
“山毛榉”导弹。他说：“我想强
调，用于‘山毛榉’防空系统的
9M38导弹和所有技术文件都
储存在那个军火库里。”
MH17航班 2014年 7月
17日在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往
马来西亚吉隆坡途中，在乌克兰
顿涅茨克州坠毁，298名乘客和
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多国调查组认定 MH17由
俄军“山毛榉”防空系统发射的
导弹击落。俄方否认关联飞机失
事，指认乌克兰方面是这起空难
的“罪魁祸首”。俄罗斯、乌克兰
军队以及乌东部民间武装都装
备“山毛榉”导弹。 据新华社

日本护照通行最广 中国护照排名上升
英国亨氏咨询公司 9日发
布的最新“亨利护照指数”显示，
日本公民在全球通行范围最广，
享有 190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
证或落地签证待遇。中国护照排
名上升至第 71位，是免签或落
地签增加数量最快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护照排名第二，持有
人在 189个旅行目的地可以免
签或落地签。德国护照今年年初
在“亨利护照指数”排名榜首，现
在以 188个目的地与法国和韩
国并列第三。
美国和英国同样以 186个
目的地与另外 5国并列第五。美

英两国今年都没有新增免签或
落地签目的地，短期内没有希望
夺回 2015年占据的榜首位置。
俄罗斯排名下滑，以 119个目的
地与帕劳群岛并列第 47位。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过去
10多年来护照通行范围扩大最
成功的国家，2006年居第 62
位，现在以 161个目的地排名第
21位。
依“亨利护照指数”显示，中
国签证持有人获得 74个国家和
地区免签或落地签待遇，排名比
2017年年初提升 14位，与莱索
托并列第 71位。

亨氏咨询公司董事会主席
克里斯蒂安·卡林在一份声明中
说，这一排行榜说明各国可以
“携手合作，创建一个更加相互
连接和协作的世界”。
卡林说：“ 中国和阿联酋是
这种进步的范例。这两个国家是
排名较 2017年提升最快的国家
之一。这完全是它们与世界各地
伙伴国构建稳固关系的结果。”
“亨利护照指数”排名后十
位的国家大多饱受战乱，包括也
门、索马里、叙利亚、阿富汗和伊
拉克。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