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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称他与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3 日电（记者
刘品然 朱东阳）美国总统特朗普 13
日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朝鲜最
高 领 导 人 金 正 恩 的 个 人 关 系“ 非 常
好”，并表示美朝了解彼此立场对举行
第三次领导人会晤有益。
特朗普说，他同意金正恩关于他
们之间仍保持良好个人关系的表述，
并称用“非常好”来描述他们的个人关
系或许更为准确。
特朗普还表示，朝鲜在金正恩的
领导下具备实现经济增长和国家富裕

的巨大潜力，
“ 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实
现无核化并且被解除制裁的朝鲜将成
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金正恩 12 日在朝鲜第 14 届最高
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
时表示，他和特朗普的个人关系不像
两国关系那样是敌对关系。金正恩还
表示，尽管朝鲜重视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问题，但对美国执着于己方条件、只
想单方面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他人的
美式对话方法不感兴趣。
特朗普 11 日在白宫会见韩国总

统文在寅时表示，可以考虑第三次美
朝领导人会晤。他同时强调，尽管美
国当下不会考虑继续追加制裁，但也
不考虑放松对朝制裁。
去年 6 月，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
首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但随后由
于在无核化概念、方式及步骤上显露
分歧，朝美对话一度停滞。今年 2 月
底，第二次美朝领导人会晤在越南河
内举行，因在解除对朝制裁和无核化
措施方面存在分歧，会晤比原计划提
前结束，
双方未能签署共同文件。

珠峰南坡一小飞机撞直升机 2 人死亡
新 华 社 加 德 满 都 4 月 14 日 电
（记者 周盛平）尼泊尔一架小型飞机
14 日在珠穆朗玛峰南坡的卢卡拉机
场起飞时撞上一架停在地面的直升
机，造成至少 2 人死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小飞
机副驾驶员及地面一名警察死亡，包
括驾驶员在内的多人受伤。事发时，
这架飞机已经卸载完所有登山者及
行李，机舱内只有机组人员。
卢卡拉机场海拔 2800 米，位于
尼泊尔东部的索鲁孔布县，是距离珠
峰南坡大本营最近的民用机场。卢
卡拉机场四周被山峰包围，地势陡
峭、面积狭小，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
的机场。

4 月 13 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巴勒
斯坦总统府，穆罕默德·阿什提耶在就职仪式上
宣誓。 当日，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
中央委员会成员穆罕默德·阿什提耶领导的新一
届巴勒斯坦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宣
誓就职。
新华社发（法迪·阿鲁里 摄）

波黑批发市场大火

部分中国商户损失惨重

俄罗斯外长说俄美已恢复反恐领域对话
新华社莫斯科 4 月 13 日电 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 13 日说，俄美两国已
恢复反恐领域的对话，目前还就阿富
汗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保持接触，但
美国公然介入主权国家内政的做法不
可接受。
据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当天在
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举行的会议
上发言时说，目前俄罗斯和美国正在

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双方
恢复了反恐对话，两国军方间在叙利
亚消除冲突的机制正在发挥作用且颇
有成效。此外，两国还就解决叙利亚
问题进行对话。
拉夫罗夫说，
在美方提议下，
两国就
阿富汗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保持接触。
此外，
两国还在太空开展实际合作。
拉夫罗夫表示，希望看到更多俄

美合作的例子，他感到形势将向俄美
对话趋于积极的方向发展。
就委内瑞拉局势，拉夫罗夫表示，
美国方面公然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做
法
“是不可接受的”
。
受乌克兰问题、俄前特工“中毒”
案以及美俄先后暂停履行《中导条约》
等事件影响，俄美两国关系近年来持
续紧张。

委内瑞拉总统:委民兵人数将增至 300 万
新华社加拉加斯 4 月 13 日电（记
者 高春雨 徐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13 日在首都加拉加斯表示，将于年内
把委国家民兵队伍规模扩充到至少
300 万人，并致力于从法律上强调民
兵的地位。
马杜罗当天在出席活动时说，委
内瑞拉目前有 219.9 万名民兵，他们的

使命是保卫国家和平、主权和领土完
整。希望委制宪大会强调民兵作为国
家武装力量“补充部分”的地位，从而
打造“专业、科学、朝着 21 世纪现代化
前进”的国家武装力量。
马杜罗当天还动员民兵为提高生
产贡献力量，从而促进委内瑞拉经济
恢复。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危
机。委议会主席、反对派领导人瓜伊
多拒绝接受马杜罗连任总统，并于 1
月 23 日自行宣布就任“临时总统”，得
到美国、欧洲和拉美多个国家承认。
委政府随即宣布与美国断交。为逼迫
马杜罗下台，美方不断通过经济制裁
和外交手段施压。

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宣布解除全国宵禁
新华社喀土穆 4 月 13 日电（记者
马意翀）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阿
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 13 日宣布，解
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宵禁。
布尔汉在苏丹官方电视台直播节
目中发表声明，宣布解除宵禁，释放所
有根据前巴希尔政权紧急状态法所审
判和关押的人。他同时宣布解除苏丹
所有州的军政府州长的职务，由各军

区指挥官代替主持工作。
布尔汉表示，他将在与苏丹各政
党协商后组建过渡文职政府，在两年
过渡期内管理国家事务。此外，过渡
军事委员会人员组成将于不久后宣
布。布尔汉还表示将重组苏丹政府机
构，消除过去党派配额的影响。
布尔汉强调，他将努力维护国家
安全，任何卷入流血事件的人都将被

追究责任。他呼吁苏丹民众共同努
力，
使社会生活回归正常。
苏丹国防部长穆罕默德·艾哈迈
德·伊本·奥夫本月 11 日宣布推翻总
统巴希尔政权，并于当天宣誓就任过
渡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同时宣布实行
一个月的宵禁。12 日，伊本·奥夫宣
布“为了国家利益”辞职，由中将布尔
汉接任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

新华社萨拉热窝 4 月 14 日电（记者 张修智）
波黑格拉达查茨市亚利桑那商贸批发市场 14 日
凌晨发生大火，市场内有些中国商户损失严重，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消息。
格拉达查茨市隶属图兹拉州，距离波黑首都
萨拉热窝 170 公里。图兹拉州内务部向当地媒体
证实，火灾发生于凌晨，截至记者发稿时，大火已
基本被扑灭。火灾原因还在调查中。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领事官员张存良告诉记
者，使馆在接到火灾消息后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
议，
并已派员赶往格拉达查茨市了解情况。
在现场的波黑中国商会会长刘合龙接受新
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市场中服装区及鞋区共
五家中国商户店铺全部被烧毁，每家店损失初步
估计约上百万人民币。他已接到中国使馆领事
处的电话慰问并已转达给受灾中国商户。
在亚利桑那市场拥有两家店面的一张姓店
主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她的店铺虽未被烧
到，但因为火已烧到相近的一家店，为阻断火势，
她的一个店面已被推倒。据她所知，一些中国商
户并未投保意外险。
2016 年 1 月亚利桑那市场曾经发生过大火，
烧毁 500 余家商铺。

墨尔本凌晨发生枪击案

多人受伤
新华社悉尼 4 月 14 日电（陈宇）澳大利亚墨
尔本 14 日发生枪击案，
多人受伤。
维多利亚州警方当天发布新闻公告说，当地
时间 14 日凌晨 3 时左右，墨尔本普拉兰区一个夜
总会外发生枪击案，警方和紧急救援部门已赶往
现场。警方要求居民不要前往事发地附近。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已有4名伤者被送往医院，
其中2人伤势严重。目前，
警方尚未拘捕任何嫌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