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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特使郑义溶
中方期待南北首脑会晤和朝美对话顺利举行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韩国总统特使、国家安保室长郑义
溶。
习近平指出，文在寅总统委派特使先生专
程来华通报你访问朝鲜和赴美国推动朝美对
话的情况，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作为朝鲜半岛
近邻，中方一向支持半岛南北双方改善相互关
系、推进和解合作，支持美朝接触对话、协商解
决各自关切。半岛无核化、不战不乱是中方的

一贯立场。当前，半岛形势正面临重要的缓和
对话机遇，中方积极评价韩方为此所作努力，
愿同包括韩方在内国际社会一道，进一步做有
关各方工作，结合中方“双轨并进”思路及各方
有 益 建 议 ，推 进 半 岛 问 题 政 治 解 决 进 程 。 同
时，各方要保持耐心和细心，发挥政治智慧，妥
善应对和化解复谈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和干
扰。我们期待南北首脑会晤和朝美对话顺利
举行，并在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和相互关系正

载有 71 人的孟加拉
人的孟加拉国客机尼泊尔降落起火
国客机尼泊尔降落起火

已致至少
已致至
少 49人遇难
据新华社电 尼泊尔警方 12 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
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
，
已确认至少有 49 人在当天早些时候发生在加德满都特
里布万国际机场的客机起火事故中遇难。
里布万国际机场的客机起火事故中遇难
。

常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只要各方都能聚焦半岛无核化及和平稳
定的根本目标，朝鲜半岛终将迎来坚冰消融、
春暖花开的一天。
郑义溶转达了文在寅总统对习近平的诚挚
问候，表示文在寅总统去年对中国的访问非常
成功，韩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进双边关系发
展。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积极变化，中方发
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中方始终坚持半岛无核

当地时间 12 日下午，一架载有 71 人的
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降落时急转弯
冲出跑道并引发大火。尼泊尔高级警监乔
希在事发机场告诉新华社记者，已有 49 人确
认死亡。
在救援现场，记者看到地上放着至少 20
具遗体，同时还不断有遇难者遗体被从飞机
残骸中抬出。尼泊尔总理奥利已抵达现场
了解情况，
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当中。
据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方面消

相关
新闻

3 月 12 日，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
，
救援人员查看出事客机 新华社发

伊朗紧急情况部门当地时间 11 日证实，
一架土耳其小型客机当天在伊朗西南部恰哈
尔马哈勒-巴赫蒂亚里省坠毁，机上 11 人全部
遇难。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 11 日表示，出事飞机
原计划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迦飞往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机上 11 人包括 3 名机组成员和 8
名乘客。
由于飞机坠毁地点位于地形复杂的山区，
并伴有降雨，伊朗救援人员赶往现场并确认伤

可按意愿终止生命
Mill pub 餐厅关闭接受调查

英国政府 11 日说，俄罗斯前特工“中毒”事件中两个地点发现微量神经毒剂残留，建议特定时
段内身处两地的民众清洗衣服和物品，以防万一；
同时，
大范围内公共健康风险不高。
羊晚

俄罗斯前特工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
其女儿 4 日在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市街
头一条长椅上昏迷。英国警方说，两人中
了神经毒剂。
警方封闭多个地点作案件调查，包括
现场附近一间酒吧和一家意大利风味餐
厅。英格兰首席医务官萨莉·戴维斯 11
日说，在这两处设施发现“一些”神经毒剂
污染痕迹。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同一天发
布通告，作为“预防”措施，建议 4 日至 5
日特定时间段内在这间酒吧或这家餐厅
待过的人清洗当时所穿衣服和所携物品。
通告说，上述时间段内在这两个场所
待过的人“没有迫在眉睫的健康风险”，不
过，存在衣服和物品沾染“微量”毒剂的可
能性。如果皮肤长时间与毒剂接触，
“可
能导致小的健康风险”
。
戴维斯说，估计最多 500 人有“染毒”
可能。

呼吁民众不要恐慌

卫生局的建议包括：用洗衣机和普通
洗衣剂清洗衣服；把不能洗涤或者必须干
洗的衣服或物品装在塑料袋里，扎紧袋
口，妥善放在家中，等待卫生局发布进一
步建议；用纸巾擦拭手机、包等个人物品，
然后把纸巾丢入普通垃圾桶；珠宝、眼镜
之类的物品用温水和洗涤剂手洗，继而用
冷水冲洗；清洗衣服或物品后，用肥皂仔
细洗手。
只需清洗身处酒吧或餐厅时所穿衣
服或携带的物品，随后接触过的衣服物品
不用洗。
卫生官员们呼吁民众不要恐慌。戴
维斯说：
“ 对公众的风险仍然不高，我确
信，没有顾客或雇员已经受到伤害。”英格
兰公共卫生局官员珍妮·哈里斯在记者会
上同样确认，
“确信”没有人已经受到健康
伤害。

反恐警察正在调查
然而，戴维斯和哈里斯都没有正面回
应为什么事发一周以后才建议民众采取

亡情况需要数小时，一度无法确认伤亡情况。
事发几小时后，
伊朗紧急情况部门发言人证实，
出事飞机上 11 人全部遇难，
由于遗体严重烧伤
而无法辨认，
确认身份需待进行DNA检测。
土耳其媒体援引土交通部消息称，失事飞
机机型为庞巴迪 CL604，飞机隶属于巴萨朗控
股（Basaran Holding）公司。法新社等媒体报道
称，出事飞机上的乘客是土耳其商人巴萨朗 28
岁的女儿米娜和她的朋友们，机上乘客和机组
成员均为女性。
钟欣

印度裁定安乐死合法

估计最多500人

酒吧餐厅有毒剂痕迹

息，事发客机搭载人员包括 67 名乘客和 4 名
机组人员，由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始飞至加德
满都。有 17 名伤员在机场附近一家医院接
受救治。
另据媒体报道，失事客机为冲 8－Q400
型客机，是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制造的高速涡
轮螺旋桨飞机，出事航班由总部设在孟加拉
国首都达卡的美国－孟加拉航空公司运营。
截至目前，尼官方尚未公布最终伤亡人
数及其身份。

土耳其小型客机在伊朗坠毁 11人遇难

英政府建议俄前特工
“中毒”案
相关地点民众清洗衣服和物品

有
“染毒”
可能

化目标，坚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支持半岛南北
对话，主张美朝直接对话，推动南北关系迈出重
要一步，使半岛问题出现积极进展。韩方向中
方表示衷心感谢，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并愿同中方密切协调，维护当前半岛局势缓和
势头，推动以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实现本地
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等
参加会见。

消毒措施。戴维斯解释，
“ 科学测试需要
时间”
。
超过 250 名反恐警察正在调查这一
事件，军方派遣大约 180 名专业人员协助
调查。英国内政大臣安伯·拉德 10 日说，
警方已经找到 200 多名证人和 240 多件
证物，
试图从中发现线索。

当事人父女仍昏迷
拉德说，斯克里帕尔父女体征稳定，
仍处于昏迷状态。曾在现场处置的一名
警察状况不佳，但神志清醒。另外 18 人
在医院验血和治疗后出院。
英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所发现的神
经毒剂具体是什么物质。无论英国政府
或媒体报道，都没有提及斯克里帕尔及其
女儿的中毒时间、地点和方式。
俄罗斯坚决否认与斯克里帕尔父女
“中毒”有关联。拉德 10 日说，确定肇事
者“为时尚早”，而首相特雷莎·梅等高级
官员先前说，如果英方认定这一事件背后
是
“国家行为”
，
将采取相应
“有力”措施。

日前，印度最高法院裁定，宪法赋予人们基本的生命与
尊严权，其中应该包含“死得有尊严的权利”。同时，赞成毫
无可能治愈的绝症病人和植物人，可合法接受“被动安乐
死”，即病人或其家人与医生商议后，可按意愿停止或不给
予病人维持生命的疗程。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最高法院的 5 名法官在判词中表
示：
“ 没有尊严的生命是不可接受的，而以有尊严的方式死
亡，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当地传媒报道，法庭指定的医
疗小组将在相关行动实施前作出审查。
新晚

日本财务省承认
“地价门”
相关文件

涉安倍夫人等内容被篡改

据新华社电 日本财务省 12 日在向国会提交的调查报
告中承认，森友学园“地价门”去年遭曝光后，财务省对 14
份相关文件进行了篡改，其中包括删除日首相安倍晋三夫
人安倍昭惠及多位政治家的名字。
根据这份长达 80 页的报告，去年 2 月至 4 月，财务省在
提交国会的文件中，对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6 月间的 5 份
审批文件进行篡改，后为保持文件内容一致，又对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间的 9 份文件进行了篡改。
篡改内容主要包括：森友学园方面表示安倍昭惠对其
说过“这块土地不错请继续推进”的话语表述，以及她在
2014 年 4 月视察学园时的演讲内容被完全删除；
“此案特殊
性”
、
“特例内容”等词语，以及交易审批文件中“根据森友学
园方面的提案进行鉴定评估并给出价格”
的字样被删除。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当天召开记者会，
承认财务省下
属机构篡改
“地价门”
文件并表示道歉。他说，
相关机构受财
务省理财局的指示对文件内容进行篡改，
主要目的是为了和
时任理财局局长佐川宣寿在国会上的答辩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