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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回绝美国务卿最后通牒
伊朗总统：你以为你是谁？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21日向伊
朗提出放弃核项目、撤离叙利亚等12条

“基本要求”，作为停止制裁的条件。他
威胁，如果伊朗不改变当前政策，将面
临“史上最严厉制裁”。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数小时后回
应这一“最后通牒”，拒绝美方要求，强
调美国现已“无法替世界做主”。

蓬佩奥21日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
统基金会发表演讲，阐述美国退出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后的对伊政策、即美国
对伊朗的“B计划”。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把这一替代方案概括为：用制裁进一步
施压，迫使伊朗政府同意达成新协议。

蓬佩奥就新协议提出12项先决条
件，称为“基本要求”。蓬佩奥说，如果伊
朗政府不改变当前“不可接受、无益”的
政策，“制裁的刺激只会更疼”。

分析认为，所谓“B计划”或“替代方
案”只是烟幕，蓬佩奥语气强硬，显示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寻求伊朗政
权更迭。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蓬佩奥演讲后
数小时强烈回应，质问道：“你以为你是
谁，替伊朗和整个世界做主？”

据半官方的伊朗劳动新闻社报道，
鲁哈尼说，“当今世界不再接受美国替
世界做决定，各国都是独立的”，美国说
了算的日子已经结束，“我们将继续在
国民支持下走自己的路”。 （新华社）

扎克伯格欧洲作证
先花10分钟道歉

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
格22日出席欧洲议会听证会，就脸书数
据外泄事件接受议员质询。

起初欧洲议会宣布各党团领袖与
扎克伯格之间的会面不对媒体开放，但
在一些议员的强烈反对下，闭门会晤改
为全程网络直播。

在90分钟的听证会中，扎克伯格共
接受了12位议员质询，内容涉及脸书在

“剑桥分析”数据泄露事件中的责任、如
何遵守即将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以及其垄断性市场地位问题等。

扎克伯格在10分钟的开场白中就
数据泄露事件道歉，说“这是一个错误，
对不起”。他承认脸书对用户隐私泄露
问题防范不足，公司正致力于未来更好
地改善这一情况。

针对未来是否还会发生类似事件
的提问，扎克伯格说，公司将把整个平
台锁定后，对大量数据进行筛查，“将
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进行全面调
查，包括自检”。

5月25日起，被视为“世界最严”的
欧盟隐私法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将
生效。回答相关提问时，扎克伯格说脸
书将遵守这一新法规，目前正在就新规
进行调整，希望能在5月25日之前完成。

今年欧洲将举行多场选举，被问
及脸书平台遭利用干涉选举的问题，
扎克伯格回答，脸书将利用人工智能
等多种手段，确保不让任何人通过脸
书平台干涉选举。 （新华社）

首次出庭受审
李明博否认检方指控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23日在首都首
尔一家法院出庭，成为继全斗焕、卢泰
愚、朴槿惠后韩国第四名接受司法审
理的前总统。这是他被捕两个多月以
来首次公开露面。李明博受到16项罪
名指控，包括收受贿赂、非法挪用资金
和滥用职权。李明博当庭表示，检方对
自己的起诉“不合理”。

当地时间23日13时左右，李明博
在警卫人员护送下抵达位于瑞草区的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他没有穿囚服，而
是身穿深色西装和白色衬衫，手中拿
着一个信封。韩国媒体推测，信封内可
能装有他准备在法庭宣读的证明。与
被捕前相比，李明博看似略微消瘦。

去年5月23日，前总统朴槿惠因
“亲信干政”案首次出庭受审，与李明
博的受审场所一样，为首尔中央地方
法院417号大法庭。

李明博现年76岁，2008年至2013
年出任总统。他3月22日深夜被捕，次
日凌晨被收押。韩国检方4月9日以16
项罪名起诉李明博，包括贪污受贿、滥
用职权、逃税、违反信托约定以及违反
选举法等，受贿总额约为111亿韩元
（约合1038万美元）。

检方还称，李明博通过实际控制
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DAS公司设立
约350亿韩元（约合3293万美元）的秘
密基金。DAS公司最大股东和会长是
李明博长兄，李明博被指是企业幕后
掌控人。检方怀疑，这家企业设立巨额
秘密基金，用于挪用公款和逃税等非
法行为。

针对检方指控，李明博当庭宣读
陈词，再次重申DAS是其哥哥的公司，
与自己无关。他说，DAS公司由他哥哥
与小舅子共同创立并运营，过去30年
亲属之间未因公司所有权或经营权发
生过纠纷，他对当前国家介入公司事
务表示质疑。李明博还说，他一直对杜
绝“政商勾结”现象抱有信念，否认从
三星公司等处收受贿赂，强调自己在
当选总统后从未因个别企业的事务与
经济界人士单独会面。 （新华社）

前往核试验场:
坐11小时火车换汽车再爬山

丰溪里核试验场位于朝鲜东北
部咸镜北道深山，在朝鲜称北部核
试验场。朝鲜迄今6次地下核试验都
在那里完成。

按照朝鲜方面的安排，国际记
者团从元山乘专列前往咸镜北道吉
州郡，火车全程需11个小时左右。

抵达吉州郡后，记者团要换乘
汽车行驶3至4个小时，然后徒步走
一段山路才能到达采访地点。

朝鲜外务省本月12日宣布，预
计本月23日至25日举行核试验场废
弃仪式，具体时间视天气情况而定。

朝鲜空乘人员：
金刚山矿泉水“喝了有益健康”

在从北京飞往元山1个多小时
的飞行途中，机上小屏幕播放了歌
颂朝鲜劳动党和领袖，歌唱美好生
活等歌曲。机上广播从登机提示到
安全须知均使用英语，空乘人员在
与外国记者沟通时，能自如地使用
英文和中文等多种语言，机内提供
的报刊也根据乘客需要，提供多语
种版本，大大方便了外国乘客。机上
提供了简单餐食，包括面包和饮料。
记者要了一杯矿泉水，朝鲜空姐送水
时微笑着介绍说，这是朝鲜金刚山的
矿泉水，喝了有益健康。

接近元山葛麻机场时，能从飞
机上看到海天一色、岛屿散落的美
丽景色。葛麻机场2015年建成，面积
不大，但外观和内饰简洁清爽。

机场附近，就是朝鲜今年正大力
建设的元山葛麻海岸旅游区，旅游区
里有许多大型建筑体已经封顶。

朝方周到安排：
专设新闻中心有电话能上网

在元山葛麻机场办理入关后，
朝方安排记者来到距机场约3分钟
左右车程的葛麻宾馆。

前往宾馆途中，朝方陪同人员热
情地向记者介绍沿途风光。连接机场
与元山市区的道路平整宽阔，沿途可
以看到成片的旅游宾馆建设工地，高
层公寓和独栋别墅等各式建筑已初
现雏形，房屋外观设计和园林规划独
具匠心。葛麻宾馆依山而建，绿树成
荫，环境优美。朝方在宾馆内安排了
供记者发稿使用的新闻中心。在新闻
中心，可以看到桌子上有多部电话和
网线，桌上贴有标注媒体名称、网络
ID和电话号码的标签。每部电话均
可拨打当地及国际长途。

朝方还专门开辟了通讯服务平
台，为国际记者团办理当地通讯业
务。不过，新办理的手机只能接打电
话，并没有网络数据传输功能。

宾馆大堂内的咖啡店顾客络绎
不绝，服务员熟练地操作咖啡机制

作各种咖啡。在宾馆餐厅的自助饮
料冷柜，除了传统的装在透明玻璃
瓶内的“龙城”牌梨味汽水和五味子
汽水，还增加了各种设计感更强的
塑料瓶装果汁和乳酸菌饮料。

虽然个头从传统的每瓶500毫
升减少为200到300毫升，但新款饮
料包装色彩和外形更具现代感，也
更方便携带和饮用。餐厅菜单上，增
加了牛肉饼、汉堡、炸薯条、意大利面
和披萨等西餐，厨师还提供现场制作。

由于当天降雨，夜里凉意袭来。
而记者们从新闻中心回到宾馆房间
休息时发现，朝方工作人员已特意打
开地暖，由此可见朝方的周到安排。

（新华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
问时表示，中方希望朝美双
方能够抓住机遇、相向而
行、排除干扰，期待朝美领
导人会晤顺利进行并取得
积极成果。

“我们已多次指出，中
方在半岛问题上一直致力
于劝和促谈，只会发挥积极
作用。”陆慷表示，中方一直
鼓励和支持美朝双方通过
直接对话积累互信，推动朝
鲜半岛无核化的政治解决
进程。

陆慷表示，当前，半岛
问题政治解决进程面临难
得的历史机遇。“大家也都
注意到，美朝双方仍然继续
在为领导人会晤做准备。我
们希望有关各方特别是朝
美双方能够抓住机遇，相向
而行，排除干扰，平衡解决
各自关切。我们还是期待朝
美领导人会晤顺利进行并
取得积极成果。”（新华社）

飞机火车汽车爬山飞机火车汽车爬山
外国记者这样接近朝鲜核试验场

特朗普：
美朝领导人会晤可能推迟

美 方 为 会 晤 设 置 了“ 条 件 ”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表

示，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的会晤可能会推迟。特朗普
当天在白宫与到访的韩国总统
文在寅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
他与金正恩的会晤“可能不会
在6月12日举行”。

·特朗普说，如果会晤没有
在既定时间举行，或许会在晚
些时候举行，目前正在沟通中。
文在寅则表示，韩方期待美朝
领导人会晤，并将全力支持会
晤取得成功。

·特朗普还说，美方为会晤
设置了“条件”，如果美方的要求
得不到满足，会晤就不会举行。
他并未透露“条件”的具体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 22 日在白宫会
见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双方讨论
了计划中的美朝领导人会晤等问题，
并承诺将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特朗
普在两人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他与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可能会
推迟。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会见后举行
的记者会上说，特朗普与文在寅就计
划中的美朝领导人会晤等问题进行了
交流，会谈富有“建设性”。

分析人士认为，文在寅此行意在
给特朗普吃“定心丸”，为美朝领导人
会晤顺利举行扫清障碍。但是，由于美
朝双方在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的路径
上分歧犹存，美朝领导人能否如期见
面，仍有变数。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不少政治分
析师相信，因牵扯太多利害关系，美朝
领导人会晤不得不举行。

特朗普当天在会晤前与文在
寅共见记者时表示，他与金正恩的
会晤“可能不会在6月12日举行”。
他说，如果会晤没有在既定时间举
行，或许会在晚些时候举行，目前
正在沟通中。

特朗普表示，美方为会晤设置
了“条件”，如果美方的要求得不到
满足，会晤就不会举行。特朗普并
未透露“条件”的具体内容。

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16
日曾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想强迫
朝鲜单方面弃核，朝方或将重新考
虑是否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

朝方指出，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此前提出以

“先弃核、后补偿”为原则的“利比
亚弃核模式”等主张，不是有意通
过对话解决问题，而是企图在朝
鲜身上重演把国家完全交给大国
而崩溃的利比亚或伊拉克的命
运。朝方已经表明了半岛无核化
意愿，为此屡次阐明，美国结束对
朝敌视政策和核威胁恐吓是半岛
无核化的先决条件。

特朗普本人已在公开场合发
声为事态“降温”，称美国不想在朝
鲜复制“利比亚模式”。

美智库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
哈斯指出，博尔顿等人近期在涉朝
问题上的公开言论无疑欠缺考量，
为美朝领导人会晤制造了不必要
的障碍。此外，特朗普宣布退出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令美国诚信受
损，也可能给美朝领导人会晤带来
负面影响。他强调，目前增加美朝
互信十分关键。

美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高级主
任斯坦加龙告诉新华社记者，从特
朗普的公开表态来看，他有意与金
正恩会面，但美朝或需要更多时间
在会晤细节上达成一致。

会晤“可能不会在
6月12日举行”

突生变数

文在寅当天与特朗普共同会
见记者时表示，韩方期待美朝领
导人会晤，并将全力支持会晤取
得成功。

据美国媒体报道，文在寅当
天早些时候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
尔顿，敦促美方加速推进美朝领

导人会晤的准备工作。
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学院院

长黄载皓指出，文在寅将继续在
美朝之间搭建桥梁，发挥“中介”
作用，减少美朝之间可能存在的
误解，帮助美朝进行沟通。

韩国延世大学统一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奉英植表示，韩方对于

文在寅与特朗普会晤的预期目标
有两个。第一，阻止半岛因为任何
一方的军事行动导致局部冲突甚
至战争，这也是韩国方面的最根
本目标；第二，促成美朝领导人会
晤顺利举行，因为美朝领导人会
晤作为改变半岛局面的千载良
机，不容错失。

韩方将继续在
美朝之间搭建桥梁

力挺会晤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副会长包道格表示，尽管蓬佩奥
此前两次顺利访朝，但美朝双方
在无核化问题上的分歧依然明
显。美方追求立即实现无核化，而
朝鲜则希望能分阶段进行。他认
为，未来美朝间或能彼此妥协、找
到折中方式。

斯坦加龙认为，计划中的美朝
领导人会晤无疑为解决半岛问题提
供了契机，但不管是美朝双方建立
互信，还是确立切实可行的无核化
机制，都需要时间才能实现。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
心专家车维德指出，此前朝方在与
美方的接触中，经历过美国两党权

力更迭而导致对朝政策发生大转
向。朝方自然会担心，当特朗普任
期结束后，下一届政府是否会承认
美朝间可能达成的协议。

车维德说，当前美朝关系无疑
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未来
究竟会走向何方，仍难预料。

（新华社）

无核化问题上
分歧依然明显

美朝双方

同同//步步//播播//报报

中国外交部：
期待朝美领导人
会晤顺利进行

来自中国、俄
罗斯、美国、英国的
约20名媒体记者
从北京乘坐包机当
地时间22日中午
飞抵朝鲜东部城市
元山。

国际记者团原
定当晚7时乘火车
专列前往丰溪里采
访北部核试验场废
弃仪式，但由于当
地突降小雨，原定
行程推迟，外国记
者在元山葛麻宾馆
等候通知。

22日，在朝鲜元山葛麻机场，外国记者办理入境手续

元山葛麻宾馆

从飞机舷窗俯瞰元山 本组图片均据新华社

5月22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

当地时间23日早晨，朝鲜经由板
门店联络渠道，接收赴朝采访丰溪里
核试验场废弃仪式的韩国记者名单。
取消朝韩高级会谈后，朝鲜过去几天
一直拒绝接收名单，导致韩国记者没
能像其他国家记者那样，22日在北京
集合，飞往朝鲜东部城市元山。

8名韩国记者23日中午乘坐韩
国政府派出的一架运输机，从首都
首尔以南一座军用机场直接飞抵元
山，与国际记者会合。 （新华社）

朝鲜接收
赴朝采访韩国记者名单

■■新闻链接新闻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