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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白 宫 发 言 人 萨
拉·桑德斯6月4日说， 美朝
领导人新加坡会晤暂定12日
上午9时开始，双方多个工作
组的前期磋商进展“积极”。

桑德斯同时重申， 美国
对朝“极限施压”政策没有改
变。

一次会晤可能不够

桑德斯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首场
会晤”(first�meeting)暂时定
于新加坡时间12日上午9时
（北京时间上午9时）开始。

她说， 白宫先遣工作组
正在新加坡作后勤准备，将在
那里“待命”、直到会晤开始。

桑德斯没有提及会晤具
体地点。 新加坡政府4日公
告， 香格里拉酒店周边地区
10日至14日划为“特别活动
区”。多家媒体推断，会晤可
能在这家酒店举行。

据韩国《中央日报》先前
报道， 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
晤可能包含两国高级官员参
与的小范围、 大范围会谈以
及特朗普与金正恩“单聊”，
形式与韩朝首脑4月27日板
门店会晤相似。

特朗普6月1日在白宫会
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
委员长金英哲， 随后多次提
及“过程”一词，认定一次会
晤无法化解美朝分歧，可能需
要“两次或三次”会晤。多家媒
体推测，特朗普和金正恩可能
在6月12日会晤以后再次见
面，讨论无核化等议题。

前期磋商进展积极

一名记者向桑德斯提
问， 新加坡会晤可能就无核
化达成的共识是“一步到位”
还是“分阶段实现”，桑德斯
含糊回答： 她不会预测还没
发生的会晤， 也不能介入外
交对话。

尽管如此，桑德斯说，美

朝前期磋商“进展积极，我们
期待新加坡会晤”。

美方寻求朝方“完全、可
验证、不可逆”地弃核，要求
朝方先完全弃核， 美方随后
解除对朝制裁。与美方不同，
朝方主张半岛以“阶段性、同
步”方式实现无核化。

桑德斯说， 美国驻菲律
宾大使、前驻韩国大使金成率
领的美方工作组与朝方继续
在板门店磋商，“进展显著”。

美朝工作组5月27日和
30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
一阁” 两次磋商。 韩联社报
道， 特朗普6月1日会见金英
哲后，美朝工作组加快步伐，
6月2日至4日连续三天磋商。

韩联社推断， 板门店磋
商缩小了美朝关于无核化路
线图和时间表的分歧。

对朝施压政策不变

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接
受奥地利广播公司采访说，
朝鲜弃核不应是“单行道”，
美方必须对朝“回报”。

只是，就减轻对朝施压，
美国国内阻力不小。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
领袖查克·舒默和多名民主
党“大佬”4日向特朗普发出
公开信， 要求总统不要与朝
鲜达成允许后者保留“核武
器”的协议，否则将设法维持
或加重对朝制裁。

路透社报道，解除对朝
制裁需由国会表决通过。参
议院100个席位中， 特朗普
所属共和党占51席， 达不到
大多数法案表决通过所需要
的60票。 特朗普若想解除对
朝制裁，需要民主党人支持。

特朗普与金英哲会面
后告诉记者，他“甚至不想再
用‘极限施压’表述”美国对
朝政策。

不过，桑德斯4日说：“我
们的政策没有改变， 就像
总统所说， 我们的制裁继
续……直到朝鲜无核化。”

■据新华社

记者6月5日从交通运输部
获悉，近日，交通运输部、中央网
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中国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和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七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行业事中事后联合监
管有关工作的通知》， 明确了网
约车行业事中事后联合监管工
作流程。

通知要求，7部门要建立网约
车行业联合监管机制。 针对未取
得网约车经营许可从事网约车经

营、线上线下车辆人员不一致、信
息泄露、不依法纳税、不正当竞争、
非法经营资金支付结算等违法违
规行为， 各相关管理部门可开展
联合约谈。

约谈后仍拒不改正的，相关
管理部门可根据网约车平台公
司违法行为严重程度，按照有关
法规规定，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相
应采取暂停发布、下架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停止互联网服务、6
个月内停止联网或停机整顿等
处置措施。 ■据新华社

“特金会”时间公布，无核化仍存挑战
首场会晤6月12日上午9点举行 一次会晤可能不够，美对朝施压政策不变

七部门联合监管网约车
违规企业拒不改正或被停网下架

注：1、 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
余额，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湘潭市九鑫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 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
定计算。

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保证人的共同义务人、抵押人、出质人及
其承继人等。如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还款义务或者承担清算义务。

深圳前海宇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与湘潭市九鑫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债权本金 担保人

湖南省兆亮
电镀有限公司1 20,000,000.00

20,000,000.00

熊明水
阳 甜
胡彦仁
罗月香

合计

根据深圳前海宇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与湘潭市九
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深
圳前海宇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将其对下列公告资产清
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附属权益， 依法转让给湘潭市九
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宇汇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湘潭市九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
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
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湘潭市九鑫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
权益文件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深圳前海宇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11楼
联系人：邹儒春 联系电话：13923860325
湘潭市九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湘潭市九华示范区湘望路汽车大世界 B 区
联系人：贺武 联系电话：18773200001�

公告资产清单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债权本金 担保人

湖南省兆亮
电镀有限公司1 20,000,000.00

20,000,000.00

熊明水
阳 甜
胡彦仁
罗月香

合计

湖南九城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心有限公司（曾用名：湘潭市九鑫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湘潭金汛物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湖南九城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心有限公司

（曾用名：湘潭市九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湘潭
金汛物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湖南九城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心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资产
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附属权益， 依法转让给湘潭金
汛物资有限公司。 湖南九城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心有
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湘潭金汛物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湘潭金汛物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 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权益文件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湖南九城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心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湘潭市九华示范区湘望路汽车大世界 B 区
联系人：贺武 联系电话：18773200001���
湘潭金汛物资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湘潭市雨湖区熙春路 17 号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731-58395346�

注：1、 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
余额，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湘潭金汛物
资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
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保证人的共同义务人、抵押人、出质人及
其承继人等。如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还款义务或者承担清算义务。

上万辆进口宝马、
沃尔沃、保时捷面临召回

海关总署 6月 5日连发4份公
告，宣布因存在安全隐患，超过1万
辆进口宝马、沃尔沃、保时捷汽车面
临召回。

从6月29日起，宝马将召回2008
年9月22日至2011年11月19日期间
生产的部分进口宝马 550i、650i、
750Li、760Li、X5、X6、迷你库珀S及
劳斯莱斯古思特汽车，共计5763辆。

从6月5日起， 宝马将召回2017
年12月14日至2018年3月26日期间
生产的66辆进口宝马M5汽车。

沃尔沃准备从6月5日起， 召回
2015年1月15日至2016年5月29日
期间生产的6415辆进口2016款沃尔
沃XC90汽车。

保时捷准备从6月25日起召回
30辆2015年款保时捷918斯派德汽
车， 生产期间为2014年6月23日至
2014年11月24日。 ■据新华社

6月5日21时07分， 我国风
云二号H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
发射。

“H星是我国第一代静止轨
道气象卫星的最后一颗，计划经
4个月在轨测试后轨道向西调
整， 定点于东经79度的赤道上
空，有助于提高我国天气系统上
游地区的监测能力，并为‘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提供天气预报、
防灾减灾等监测服务。” 国防科
工局、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

司长赵坚说。
风云二号总设计师曹亮说，

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于1986年启
动研制，1997年至今已成功发射
8颗。H星是风云二号所有卫星
中可靠性最高、性能最稳定的卫
星。目前，风云二号在轨卫星（E
星、F星、G星） 形成了“多星在
轨、互为备份、统筹运行、适时加
密”的业务运行模式，在台风、暴
雨等灾害性天气及沙尘暴、森林
草原火灾的监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据新华社

风云二号H星成功发射
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辽宁本溪铁矿爆炸
已致11人死亡

记者从辽宁省和本溪市相关
部门获悉，6月5日16时10分，地处
辽宁本溪南芬区思山岭村的华煤
集团思山岭铁矿项目部措施井施
工现场， 炸药在井口发生爆炸，造
成伤亡20人，其中死亡11人，受伤
9人。 ■据新华社

6月5日21时
07分，风云二号H
星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升空。

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