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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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 9 日乘坐总统专机“空

军一号” 前往艾奥瓦州参加一场集

会。他在专机上告诉媒体记者，他正

忙于 11 月 6 日举行的美国国会中

期选举， 与金正恩第二次会晤将在

选举结束后。

特朗普说：“会晤时间将在中

期选举后，现在我不能离开。 ”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告诉媒体

记者，国务卿蓬佩奥上周末访问朝鲜

期间与金正恩“谈得不错” ，美朝正

在磋商双方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前一天，蓬佩奥披露，美朝就领

导人第二次会晤的细节已“非常接

近”达成一致。

特朗普和金正恩 6 月 12 日在

新加坡首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

承诺努力建立朝美新关系、 构建朝

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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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外界推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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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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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政府 8

日说， 涉嫌参与用无人驾驶飞机

“行刺” 总统马杜罗的一名嫌疑人

在国家情报机构大楼收押期间坠楼

身亡。 这名嫌疑人所属反对党指认

政府“谋杀” 。

委内瑞拉内政部长雷韦罗尔 8

日说， 嫌疑人名为费尔南多·阿尔

万，出自反对党正义第一党，是首都

加拉加斯市议会议员。他 5日被捕，

收押在国家情报机构大楼。

委内瑞拉政府逮捕阿尔万时没

有说明缘由。雷韦罗尔 8日说，阿尔

万因为参与“外国势力指使的破坏

活动” 、 即利用无人机刺杀马杜罗

而接受调查。

马杜罗 8月 4日在加拉加斯出

席国民警卫队组建 81周年庆典并发

表演讲，两架捆绑炸药的无人机在观

礼台附近爆炸，没有伤及马杜罗。

马杜罗政府指认右翼反对派策

划袭击，逮捕至少 15名嫌疑人。 反

对派方面指认政府试图利用这一事

件强化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 ，说

马杜罗所言刺杀是“闹剧” 。

雷韦罗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阿

尔万在国家情报机构大楼遭拘留期

间，从 10层楼跳下，自杀身亡。 他写

道：“阿尔万在国家情报机构等候

室，正等待（作为被告）向法院移交，

突然从大楼窗户跳下，坠地身亡。 ”

围绕阿尔万自杀事件， 总检察

长萨阿布与雷韦罗尔给出的说法稍

有不同。 他接受委内瑞拉国家电视

台采访时说：“阿尔万提出要去卫

生间，在那里从 10楼跳下。 ”

反对党方面否认政府所述，认

定阿尔万死于“谋杀” 。按正义第一

党领导人、在哥伦比亚“自我流亡”

的前议会主席胡利奥·博尔赫斯的

说法，阿尔万被人扔下楼。 只是，博

尔赫斯没有说他有何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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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土耳其外交部 9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沙特阿拉伯方

面已经同意土方调查人员搜查沙特

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以调查沙特

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 “失踪” 一

事。

土耳其警方正在调查卡舒吉遭

绑架的可能性。警方注意到 15名沙

特人在卡舒吉“失踪” 当天进入伊

斯坦布尔领事馆。

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哈米·阿

克索伊 9 日说：“沙特政府说他们

愿意（与土方）合作，（土方）可以

搜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 ”

这名发言人没有提及搜查领事

馆的具体时间，只强调搜查是调查

卡舒吉“失踪” 的一部分。 调查正

“紧锣密鼓开展” 。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接受美国彭博新闻社采访时说，沙

特已做好准备，欢迎土方调查人员

进入领事馆搜查。

卡舒吉 2日前往沙特驻伊斯坦

布尔领事馆，办理与结婚相关手续。

他的土耳其未婚妻说，卡舒吉进入

领事馆后“再也没有出来” 。土方认

为“失踪” 多天的卡舒吉在领事馆

遇害，随后召见沙特驻土耳其大使，

要求沙特方面“全力配合”调查。沙

特方面否认卡舒吉遇害的说法，声

称土方指认没有依据。

卡舒吉现年 59 岁，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记者生涯，先后在中东地

区多个国家采访，为《华盛顿邮报》

等多家媒体供稿。卡舒吉“失踪”触

发多方关切。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真

相有待查明，他“不喜欢”涉及卡舒

吉境况的那些“不好说法” 。

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 9 日告诉

媒体记者，欧盟希望“全面调查”卡

舒吉“失踪” 一事，呼吁沙特政府对

所发生的一切“完全透明” 。

联合国人权事务发言人拉维

娜·沙姆达萨尼 9 日就卡舒吉 “明

显因为外力失踪” 表达严重关切。

“如果报告显示他已死亡或者确认

（他） 出现离奇状况， 将令人震

惊。 ” 沙姆达萨尼呼吁土耳其和沙

特联手“迅速、公正调查” 。

《华盛顿邮报》9 日公开一段

卡舒吉当天走进沙特领事馆的监控

录像。 这家媒体从熟悉案情的消息

人士那里获得这段录像， 画面标明

日期、 时间以及卡舒吉名字的土耳

其语字幕，但不清楚这段录像来自

何处。

从监控录像看， 卡舒吉 2 日走

进领事馆的正门。 不清楚领事馆是

否有其他进出通道。 卡舒吉的朋友

告诉美联社记者，土耳其警方已经

掌握领事馆周边地区的监控录像。

除了从领事馆周边调查取证，

土耳其警方注意到 15 名沙特人在

卡舒吉“失踪” 当天进入领事馆，怀

疑这名“失踪”多日的记者遭绑架。

土耳其《每日晨报》 报道，15

名沙特人 2日分乘两架飞机抵达伊

斯坦布尔。 一架飞机当地时间大约

凌晨 3时落地；另一架飞机 17 时抵

达，而这时卡舒吉已经进入领事馆。

这些人在领事馆附近两家酒店入

住。 两架飞机随后返回沙特。

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报道， 土方

调查人员正在辨认这 15名沙特人。

土方官员认为， 这些人已经把领事

馆的监控画面带回沙特。

另据《每日晨报》，伊斯坦布尔

警方专家正在分析当天进出领事馆

的车辆， 监控画面捕捉到一些进出

领事馆的车辆在 200米以外的总领

事官邸出现。 总领事官邸的土耳其

籍雇员当天临时接到放假通知。

■新闻速递

沙特同意土耳其搜查领事馆

一名沙特记者在伊斯坦布尔失踪———

肯尼亚警方 10 日说,一辆大巴

车当天在肯尼亚西部凯里乔郡发生

严重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在当天凌

晨 5 时许,42 人当场死亡,8 人送往

医院后因救治无效死亡,另有 14 人

在医院接受治疗。

凯里乔郡警官穆戈拉说, 这辆

大巴车原计划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开往肯尼亚西部地区, 但行至一个

陡坡时撞到护栏发生翻滚。 他说,目

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警方正在调

查事故具体原因。 据新华社电

肯尼亚严重车祸

致50人死亡

“行刺”委内瑞拉总统嫌疑人坠亡

曾涉嫌参与用无人机袭击；嫌疑人所属反对党指认政府“谋杀”

●图片新闻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9 日说，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

将于今年年底离职。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黑莉共同

会见媒体时说， 黑莉大约在 6 个月

前就向他提出希望任职美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 2 年后离任， 她将于今年

年底离职。

特朗普说， 他可能在未来两三

周内宣布接任人选。

黑莉表示， 提出离职并非出于

个人原因， 她相信岗位轮换的重要

性。她还未确定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但不会参加 2020 年美国总统竞选，

届时她将支持特朗普竞选连任。

黑莉现年 46 岁，曾任美国南卡

罗来纳州州长，2017 年 1 月出任美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朗普“心腹”

黑莉年底将离职

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中期选举后

举行“特金会”

美朝磋商双方领导人第二

次会晤并制定计划

据新华社电 保加利亚政府

官员 10日证实，德国警方已逮捕

一名涉嫌奸杀保加利亚女记者维

多利亚·马里诺娃的嫌疑人。

保加利亚内政部长马里诺夫

说，嫌疑人是塞韦林·克拉斯米洛

夫，1997 年出生， 来自保加利亚

靠近与罗马尼亚边界的鲁塞市，

有盗窃犯罪记录。

马里诺娃的尸体 6 日在鲁塞

市一处河滨小径被发现， 那里是

这名 30 岁女记者经常跑步的地

方。 保加利亚警方确认她遭到强

奸，因为窒息和头部受重击而死。

保加利亚总检察长察察罗夫

说，嫌疑人杀人后逃往邻国罗马尼

亚境内。警方在受害者身上发现嫌

疑人脱氧核糖核酸(DNA)信息，在

嫌疑人家中发现受害者个人物品。

德国警方证实，一名 20 岁男

子因涉嫌强奸、 抢劫和杀害马里

诺娃在汉堡市附近城镇施塔德被

捕。察察罗夫说，保方已对嫌疑人

提出强奸和杀人罪指控。 警方先

前拘留一名罗马尼亚男子， 由于

证据不足，已将他释放。

察察罗夫说， 对凶手动机作

出推论为时尚早，“目前没有证据

显示这起凶杀关联她的工作” 。

保加利亚政府说， 保方要求

引渡落网嫌疑人， 等待德国法院

处理相关程序。 欧盟委员会 8 日

敦促保加利亚迅速破案。

奸杀女记者

嫌疑人被逮捕

德国警方采取行动

民众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外举行抗议活动

救援人员在交通事故现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