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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9日 星期四 广告
责编/郑娅敏 任晓云

美编/严勇杰 照排/章译文
天下 A18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上周曾
前往朝鲜，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说，蓬佩奥和金正恩的会面“非常
顺利”，双方建立了良好关系。他还说，自己和金正恩的会晤细节目
前正在制定中，“无核化对世界和朝鲜都将是一件好事”。

有媒体曾报道说蓬佩奥日前以特朗普特使身份秘密访问朝鲜，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17日表示不予置评。

特朗普17日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会谈后对媒体说，美国和朝鲜已开始举行“极高级别”的直接对
话。他期待见到金正恩，双方彼此“尊重”且怀有“善意”。他还指出，
美方正考虑美朝领导人会晤的5个备选地点，但其中不包括美国。

本月9日，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与金正恩将在5月或6月初会面。
今年3月中旬，特朗普调整其外交团队，解除蒂勒森的国务卿职

务，提名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为新一任国务卿，并由其接手负责筹
备美朝领导人会晤。蓬佩奥的国务卿提名尚待国会参议院批准。

蓬佩奥此访是2000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与当时的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会晤后，两国间最高级别的会晤。

新华社电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家庭发言人17日发表声明说，老
布什的夫人芭芭拉·布什于当天去世，享年92岁。

声明说，在芭芭拉去世两天前，布什家庭就决定不再寻求额外
医治，仅接受舒适护理。据美国媒体报道，过去一年，芭芭拉因慢性
阻塞性肺病和充血性心力衰竭多次入院治疗。

芭芭拉1925年出生于纽约，1945年与当
时身为美国海军飞行员的老布什结婚。

1989年至1993年，老布什出任美国第41
任总统，芭芭拉成为“第一夫人”。她和老布什
的儿子小布什于2001年至2009年期间出任美
国第43任总统，这使得她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
见证丈夫和儿子均出任总统的女性。

图为2007年4月8日，（从左至右）老布什、
芭芭拉·布什、小布什在美国胡德堡的资料照
片。

新华社电 公安部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发布会上通
报,经国务院批准,自2018年5月1日起,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
签政策,免签入境停留时间为30天，进一步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国家移民管理局副局长曲云海介绍，与过去相比，此次实施的入境免签
政策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扩大免签国家范围，适用入境免签政策的国家由
26国放宽到59国,有利于鼓励更多的外国人赴海南旅游,形成更加开放的
格局；二是延长免签停留时间，免签入境后停留时间从15天或21天统一延
长至30天,促进入境旅游市场更加活跃发展；三是放宽免签人数限制，在保
留旅行社邀请接待模式的前提下,将团队免签放宽为个人免签,满足外国游
客个人出行的需要。

据了解，为积极支持海南省经济建设发展,公安部此前就出台了一系列出入
境便利政策。经国务院批准,从2000年即同意海南实施21国人员团队入境旅游
15天免签政策,并于2010年进行了优化,将免签入境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26个。

政策适用国家包含：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挪威、乌克兰、意大利、奥
地利、芬兰、荷兰、丹麦、瑞士、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捷克、爱沙尼亚、希腊、
匈牙利、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爱尔兰、塞浦路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
波黑、黑山、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美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
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文莱、阿联酋、卡塔尔、摩纳哥、白俄罗斯。

5月1日起

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见证父子总统的贤妻良母
美国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去世

美朝“极高级别”直接对话
特朗普证实：
美国中情局局长赴朝鲜会见金正恩

一直以来，美朝两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存在众多分歧。分析人士认
为，特朗普放出美朝举行“极高级别”直接接触的消息表明，美方正在积极
认真地准备两国首脑会晤，力争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北京大学教授、朝鲜半岛问题论坛主任金景一认为，美朝之间缺
乏互信，双方在首脑会晤之前进行高层接触有利于相互摸底，增加互
信，属于为美朝首脑会晤“探路”，相互确认对方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
立场和意志。美国此举透露出，它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并不会只等朝
韩首脑会谈的结果，而是希望能主动发挥引导作用。 新华社电

分析 为美朝首脑会晤“探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