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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提前结束 朝美未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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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呼市人民政府关于《呼和浩特众环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职
工安置方案》，自2018年6月19日起众环集团
通过多次张贴《通知》及微信转发等方式，
通告所有人员交纳所需材料以便领取拖欠
职工工资及应报未报医疗费。拖欠职工工
资及应报未报医疗费工作现已接近尾声，
还未领取拖欠工资及未交住院医疗费材料
的人员必须于2019年3月15日前把所需材料
交到众环集团人力资源部（211房间）或企业

管理办公室（308房间）。逾期者，众环集团
善后工作领导小组将不再处理此类问题，
责任自负。

特此通告
呼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3月1日

咨询办公室：众环集团人力资源部；企业
管理办公室

联系电话：0471-6623810；0471-6623622
联系人：段术华 董艳枝

通
告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第二次会晤2月28日下午
结束，白宫发言人萨拉·桑
德斯说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金正恩和特朗普当天
早晨在河内索菲特传奇大
都会酒店“一对一”会晤大
约半个小时。会晤以前，特
朗普感谢朝方停止核试验
和导弹试射，说他不会对朝
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操之过

急”。

【有想法·无协议】

依照原定日程安排，金
正恩和特朗普当地时间上
午9时开始“一对一”会晤；
大约45分钟后，双方扩大会
谈，各自代表团成员加入；
双方共进工作午餐后继续
会晤；14时左右有签署仪
式；15时30分，特朗普在他

下榻的万豪酒店见媒体记
者。

计划赶不上变化。13时
许，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宣
布，取消工作午餐，双方代
表团成员参加的会谈30分
钟后结束，记者会提前至14
时。这意味着签署仪式一并
取消。

金正恩和特朗普的车
队离开会晤酒店后，桑德斯
发表声明，说双方没有达成

协议。她说：“这次没有达成
任何协议，但是他们各自的
团队期待今后再次见面。”

桑德斯补充说，特朗普
和金正恩两天会晤“非常
好、有建设性”，“两名领导
人讨论了推进（半岛）无核
化的各种方式和驱动经济
（发展）的想法”。

【有点子·不着急】

没有达成协议的结果，
似乎可以从特朗普“一对
一”会晤前的说法略窥端
倪。

那一刻，特朗普和金正
恩分坐一张圆桌的两侧，与
媒体记者见面。

金正恩说，全世界关注
这次会晤，他将力促它最终
有“好结果”。

特朗普告诉记者，双方
前一天会晤时提出不少“好

点子”，“当大家有一个良好
关系，许多好事情会发生”。

特朗普感谢朝方停止
核武器和导弹试验，说他

“不在意”朝鲜半岛无核化
进程本身快慢，不会“操之
过急”，美方“只想做成好的
交易”。

“速度对我来说没有那
么重要……”特朗普说，“我
不着急。”

（据新华社报道）

印度外交部2月27日下
午证实一架印度战机被巴
基斯坦击落，要求巴方立即
释放一名飞行员。巴基斯坦
军方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
那名飞行员自称受到巴方
良好对待。英国广播公司报
道，26日至27日印巴相互空
袭，是自1971年印巴大规模
冲突以来头一回。国际社会
呼吁印巴双方保持克制，避
免局势升级。

俘虏“出镜”

巴基斯坦新闻文化部
当天早些时候发布一段视
频，显示巴方俘获的印度
飞行员蒙着双眼，脸部有
血迹，接受一名男子讯问。
那名飞行员自称空军中校
阿比南丹，报出军人身份
编号，继而声明：“对不起，
先生，我只能告诉你这
些。”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称，阿比南丹在视频中要水
喝。巴基斯坦新闻文化部的
社交媒体“推特”账户稍后
删除这段视频。

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
明中说，巴方视频是对抓获
印度空军一名伤员的“粗鄙
炫耀”；巴方应“确保所羁押
的印度国防人员不受伤
害”，印方“期待他立即平安
回国”。

声明没有提及飞行员
的姓名。印度媒体报道，他
名为阿比南丹·瓦尔萨曼。

自述“获救”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
当晚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
显示巴方已经摘下阿比南
丹的蒙眼布，给他洗了脸，
后者似乎没有受伤，神情放
松不少，表达谢意：“巴基斯
坦陆军人员对我照料得不
错。他们是十足的绅士。”

视频中，阿比南丹喝了
几口茶，称赞“这茶真棒”。

他回答多个提问，包括
姓名、军衔，说他来自印度
南部，但拒绝述说涉及飞行
任务的细节。

社交媒体流传的另一
段视频显示阿比南丹被俘
情形。林间小溪中，一名巴
基斯坦士兵阻止村民对阿
比南丹拳打脚踢，喊着“够
了”。阿比南丹在巴基斯坦
军方发布的视频中感谢巴
方官兵救了他，说巴方军人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
三军新闻局局长阿西夫·加
富尔说，巴方“按照军事伦
理的每一项规范”对待阿比
南丹。

回避“升级”

阿比南丹成为印度和
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最新
冲突的焦点人物。

他驾驶的战机27日上
午遭巴基斯坦空军击落，在
巴控克什米尔坠毁。巴方指

认印军两架战机越过克什
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巴方
三军新闻局局长加富尔说：

“我方战机已经做好准备。
我们把他们那两架都打了
下来。”

按照巴方的说法，阿比
南丹所驾战机坠毁在巴控
克什米尔，另一架印军战机
坠毁在印控克什米尔。印度
外交部发言人拉维什·库马
尔当天下午证实印度空军
一架米格-21型战机遭击
落。

巴方官员先前说抓获
两名印军飞行员并把其中
一人送入医院。加富尔晚
些时候更正这一说法，说
军方羁押一名印军飞行
员。加富尔说，印方战机越
过实际控制线是对巴方空
军当天早晨空袭印控克什
米尔的回应。那次空袭中，
巴方数架战机“瞄准”印方
6处目标，但只对“开阔地”
开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或附带损失。
加富尔在记者会上说，

巴方空袭并非报复印方前
一天空袭，只是展示巴方反
击能力。“我们不希望局势
升级，我们不想要战争。”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
汗27日呼吁双方对话，暗示

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
承受不起“误判”。

两度“空战”

按照印度外交部发言
人库马尔的说法，印方挫败
巴方空袭企图。印度空军在

“空中格斗”中击落一架巴
方战机，印方地面部队看到
它坠毁在巴控克什米尔。巴
方否认己方战机遭受任何
损伤。

法新社当天早些时候
以一名印方高级官员为消
息源报道，巴方战机短暂越
过实际控制线，遭印方战机
逼退。

印度空军12架“幻影”
式战机26日凌晨越过克什
米尔实际控制线，轰炸并摧
毁宗教武装组织“穆罕默德

军”在巴控克什米尔的营
地。路透社27日以一名印度
政府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空
袭消灭300名武装人员。巴
方否认有人员伤亡。

“穆罕默德军”宣称制
造印度安全部队14日在印
控克什米尔遭遇的自杀式
汽车炸弹袭击。印度中央后
备警察部队至少40名士兵
在袭击中丧生。印方指责巴
方支持“穆罕默德军”，巴方
否认并抗议印方“无端指
责”。

印军26日空袭后，两国
地面部队相互炮击，交火地
点超过12处。

印巴均主张对克什米
尔拥有主权。自1947年印巴
分治以来，两国两次为争夺
克什米尔地区爆发战争。

（据新华社报道）

埃及首都开罗市中心
一座枢纽火车站2月27日发
生爆炸，引燃大火，致死至
少20人，致伤43人，成为埃
及国内近期最严重的铁路
系统事故。埃及交通部长希
沙姆·阿拉法特因为这一事
件辞职。

一段在社交网络上出
现的监控视频显示，一列进
站列车没有能停下，撞击终
点前方的水泥隔挡，继而撞
上铁道尽头的金属墩。埃及
普遍使用内燃机车，撞击致
使车头燃油爆炸，现场成为
一个巨大火球。多名目击者
说，随着火势蔓延，在场乘
客四散逃命，一些人身上着
火，拼命狂奔。

埃及卫生部长哈拉·扎
伊德说，20名人因为重度烧
伤而死亡，救援人员暂时难
以确定他们的身份。

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人
为制造爆炸的迹象。交通部
长说，惨剧由机车柴油油箱
爆炸导致。

埃及有密集的铁路网，铁
路交通较为便利，但年代久
远，长期没有技术更新，铁路
事故因而高发。埃及总检察长
责成调查27日爆炸事件。

目击者米娜·加利说，
她当时在站台上，看到列车
快速驶来，一头撞入缓冲
带。“每个人都开始逃命，但
不少人在爆炸中失去生
命，”她告诉路透社记者，

“我至少看到9具尸体躺在
地上，烧成漆黑。”参与救治
伤员的医生说，送往医院的
大部分伤员二度或三度烧
伤，伤势严重。

埃及总理穆斯塔法·马
德布利抵达现场后说，造成
这一事件的所有责任人都

要面临法律制裁。

【调查】

事故是列车司机疏忽

所致

埃及总检察长纳比勒·
萨迪克2月27日发布声明
说，开罗拉美西斯火车站当
天上午发生的火灾事故原
因已查明，是列车司机疏忽
所致，涉事司机已被逮捕。

声明说，事发列车进站
时受对向驶来的机车阻挡
停驶，在未关闭引擎和未采
取制动措施的情况下，列车
司机下车检查，对向机车司
机此时为进站列车让路，随
后进站列车撞向轨道尽头
的水泥护栏，车头起火点燃
车内燃油后引发爆炸。事发
时，涉事列车司机不在车
内。 （据新华社报道）

埃及火车站爆炸致20人死亡 交通部长辞职

克什米尔冲突升级 印巴击落对方战机

2月27日，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夏季首府斯利

那加附近，人们聚集在战机残骸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