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国元首就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
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
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愿同美方就半岛问题保持沟通协调。

关于叙利亚问题，习近平指出，任何使用化学武器
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叙利亚问题要坚持政治解决的方
向。联合国安理会保持团结对解决叙利亚问题非常重
要，希望安理会发出一致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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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很高兴同总统
先生通话。我同总统先生不久前
在海湖庄园举行的会晤取得了重
要成果，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
予以积极评价。感谢总统先生的
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

习近平指出，我们在海湖庄
园就新时期中美关系及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达
成重要共识。我同总统先生增进
了相互了解，建立了良好工作关
系。下一步，双方要通过外交安
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
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

高级别对话机制，推进经济合作
“百日计划”实施，拓展两军、执
法、网络、人文等方面交流合作，
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
沟通协调，争取尽可能多的早期
收获，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而
共同努力。双方工作团队要密切
合作，确保总统先生年内访华取
得丰硕成果。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佛罗
里达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主席并
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这次会晤很成
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联系十分
重要。我赞同美中双方应该共同
努力，拓展广泛领域务实合作。我

期待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就朝鲜半岛局势等

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习
近平强调，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
核化目标，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
定，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愿同美方就半岛问题保持沟通协
调。

关于叙利亚问题，习近平指
出，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都
不可接受。叙利亚问题要坚持政
治解决的方向。联合国安理会保
持团结对解决叙利亚问题非常重
要，希望安理会发出一致声音。

两国元首同意通过各种方式
保持密切联系。 据新华社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就朝鲜半岛局势问题交换意见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2日表示，

希望各方共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
题早日重返谈判对话轨道。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就朝核问题
表示，只有朝停止所有核导试验，美
才能考虑与朝进一步对话。美一直
表明其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并非更迭朝政权，因此朝开发核
武的理由不成立。报道称，这与蒂
勒森此前关于外交努力已失败的言
论形成反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是否对美方表态表示欢迎？

“我们注意到蒂勒森国务卿公

开明确表示，美方不以更迭朝鲜政
权为目标。”陆慷说。

陆慷说，实现半岛无核化，同
样是中方的主张。准确地说，通过
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实现朝鲜半
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是中
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他表示，中方欢迎并期待有关
方通过接触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和
信任，希望各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
发，认真考虑中方提出的“双轨并
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共同推
动朝鲜半岛核问题早日重返谈判
对话轨道。 据新华社

我外交部：希望各方共同推动朝核问题 早日重返谈判对话轨道

美联航发言人乔纳森·格林于当
地时间11日承认，事发航班实际并
未超售机票，强迫乘客下机只为安排
公司机务人员。据乔纳森披露，事发
航班满舱运载70名乘客，抽取4名乘
客下机只为安排4名公司机务人员，
以便他们次日能够及时到岗。

此外，美国交通部已于10日
宣布将调查这一事件。一些美国
国会议员呼吁联邦政府进行更彻
底的调查。

面对舆论风暴，美联航首席执
行官奥斯卡·穆尼奥斯11日发表声
明再次道歉，说美联航对这一事件

“负全部责任”，将进行详细调查，并
在4月30日前公布调查结果。

“我对那名被暴力带离航班的
乘客和航班上所有乘客表示深深
的歉意，永远不应该有人被如此错
误地对待，”穆尼奥斯说。

但穆尼奥斯在10日发布的第

一份道歉声明中，将事件轻描淡写
为对乘客的“重新安置”，并在此前
发送的公司内部邮件中表示支持
涉事人员，称他们“按照既定程序
应对相关状况”。他的声明和被多
家媒体获取的这份内部邮件进一
步激起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网民的
愤怒。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11日在白
宫例行吹风会上说，9日发生的美
国联合航空公司（美联航）暴力驱
逐乘客下机事件“令人困扰”。

斯派塞说：“我认为任何看到
视频的人，对一个人遭到那样方式
的对待，都不会无动于衷。”

他说，他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
已看到相关视频。

此外，在美华裔10日起向白
宫联名请愿，呼吁联邦政府进行调
查。目前，签名人数已超过白宫回
应所需的10万人次。

被拖下飞机的亚裔医生
69岁，越南裔

将起诉美联航，索赔百万美元

北 京 时 间 12
日，“美联航暴力拖
拽亚裔乘客”事件
继续发酵、舆论哗
然。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了解
到，被暴力拖下飞
机的乘客名叫陶大
伟（音译），69岁，越
南裔，他和妻子从
越南的医学院毕业
后移民美国，两人
都是肯塔基州伊丽
莎白镇一家诊所的
医生，他们原计划9
日从芝加哥乘美联
航班机回到伊丽莎
白镇。

“这件事毁了
我的一切”，目前正
在医院接受治疗的
陶大伟，通过律师
表示感谢全世界网
友对他的帮助和声
援 。 据 陶 大 伟 透
露，他正准备起诉
美联航。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肖茹丹

首次发声/
已雇著名律师，欲诉百万赔款

据陶大伟此前透露，其已找到
了两家著名芝加哥律师事务所，欲
诉百万赔款。据了解，这两家律师
事务所一家专攻人身伤害案件，另
一家擅长处理公司治理事务。

此外，陶大伟通过律师发表了
一份声明。在声明中，他的律师斯
蒂芬.高兰（音译）表示：“陶先生全
家想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对收到的
各界关心、支持表示感激。目前，
他们仅关注于陶医生的护理和治
疗。”声明中还表示，陶大伟仍然

“芝加哥医院接受治疗”，暗示他受
的伤比外界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要
严重得多。

陶大伟的另一位律师汤姆森告
诉媒体记者，陶大伟不仅会对自己
的遭遇起诉美联航，也会针对美联
航要求他调换航班的工作程序进行
起诉，因为他被要求离开飞机，仅是
为美联航自己的员工让座，这一举
动引发了舆论极大不满。

此外，据《新京报》报道，美国华
裔律师刘龙珠针对这一事件分析表
示，机票超售在美国很普遍，大部分
解决办法是给予物质补偿。涉事乘
客可以起诉航空公司、警察局、航空
管理局，甚至售票机构。

乘客可申请精神伤害赔偿，通
常是医疗费的三到四倍；乘客还可
据此申请惩罚性赔偿，可申请精神
伤害赔偿10倍以上的数额。算下
来，理论上乘客可申请的赔偿在500
万美元左右。即便双方最后选择和
解，乘客也有望拿到100万美元以
上的赔偿。

知情人说/
“他在当地医生圈口碑并不太好”

在伊丽莎白镇上居住超过30年
的知情人士告诉媒体记者，陶大伟
夫妇育有五个子女，其中四个从
医。目前，陶大伟和他的妻子以及
两个女儿仍在当地居住和从事医生
工作。

根据美国知名企业认证网站的
信息，陶大伟的妻子在本地开有一
家诊所，已经营业27年。

网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陶
大伟曾经因为贩卖禁药等问题，行
医资格证已经被吊销。知情人表示
他听过这种说法，并称这是很久以
前的事了,“有黑历史，他在当地医
生圈里的口碑不太好”。

据当地媒体报道，虽然陶大伟
已选择起诉美联航，但他“不光彩”
的过去个人经历或对他的起诉带来
一定不利因素。报道称，他曾在
2003年以处方药物作为交换条件，
与患者发生不正当关系，被吊销医
疗执照，还曾涉及诈欺，被法院判处
缓刑。这些都被官方记录在案。报
道称，他还有“情绪管理”问题。

扑克高手？
美媒称当事人曾赢走23万美元

美国媒体称，这位名叫陶大伟的
亚裔男子，还是水平高超的扑克选
手，曾在最顶级联赛赢得超过23万
美元。随着事件发酵，一些曾与陶大
伟交手过的扑克选手率先识别出了
他的身份。他们称，陶大伟多次参加
三大扑克赛事之一的世界扑克系列
赛，性格冷静，和视频中完全不同。

美联航暴力逐客事件惊动白宫：特朗普已看到相关视频

据《长江日报》报道，美国康奈
尔大学研一留学新生、23岁的武汉
姑娘小马去年也曾遭遇过美联航
无理由暴力赶客，她称自己花了上
万元购买了全价票却在飞机上遭
两个壮汉驾出飞机。

小马回忆，2016年8月14日，
她从北京飞到美国纽瓦克自由国
际机场后，第二班转美联航飞机飞
伊萨卡时出了问题。

到达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已
是晚上，她本应转美国时间8月14
日晚9点29分的UA4921飞往伊
萨卡，但因天气原因，滞留在机场。

很多乘客当晚就被安排上了
飞伊萨卡的第二班飞机，“好多比
我后去的人都先安排航班走了”。
小马说：“没错，先走的都是白人，
留下我和几个亚裔的妹子。”

小马最后被安排上了当年8
月15日晚11点最后一趟航班，谁
料到上飞机又出了岔子。

“我坐下来之后，飞机上的人
已经很满了，突然有一个人上来就
叫我下飞机。我以为是我的行李
超过限制大小，第一反应是先去取
我的行李，就没有立刻配合他们下
飞机。”

在取行李的过程中，大概是因
为她没有马上配合，原先的那位男

工作人员身后又赶来一位壮汉。
“只知道不是空姐，但是也不像机
场保安”，小马说：“他们两个人就
把我一左一右地夹着，半架着半推
着把我弄下了飞机。”

“之后在地面沟通，他们就只
是反复跟我说我没有座位，但我的
登机牌上清清楚楚写着座位号，不
是那种补位票。”小马说，她花费人
民币15513元买了单程正价机票，
不是学生票或者打折票。

小马被架下了飞机后和工作
人员理论。“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
现在就要走上我的飞机了，你们没
有正当的理由要把我挤下飞机的
话，你们可以试试，再敢动我一下，
我就报警。”

小马说，她英文算是流利，跟
美联航的人表达时用词比较强硬，
感觉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们之后才
没找她麻烦，“我顺利地走回了飞
机，当时感到非常莫名其妙”。

她上飞机后，看到那两位工作
人员又上来带了一个女生下去，不
久飞机就起飞了。“（那个女生）也是
亚裔，离我有点远，不敢确定是不是
中国人，但能知道一定不是白人。”

事后，小马感到很气愤，写邮件、
打客服电话向美联航投诉，但“写了5
封投诉信，最后都没有回音”。

连日来，在社交网站推特上，
“抵制美联航”“拒绝乘坐美联航”
等标签迅速走红，不少网友或分享
自己乘坐美联航的负面体验，或宣
布以后绝不乘坐美联航飞机，或直
接贴出截图显示已退订美联航机
票。

此外，还有不少网友支持受害
乘客对美联航提起诉讼要求赔
偿。美联航股票11日大幅下跌，
逾6亿美元市值蒸发。

记者梳理发现，美联航的“黑

历史”也是满满的：从托运宠物致
病、摔坏乘客吉他，到头等舱乘客
被迫让座，顾客投诉不断。

暴力拖拽乘客下机时间发生
后，不少美联航的负面新闻被集中
爆出来。乘客称，该公司的托运规
则和托运费最“坑”；座位间距加密
做得最过分；率先取消免费供餐，
飞机餐“连鸡饲料都不如”；准点率
极低、行李丢失率极高、投诉率极
高；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补偿改
签”发的是有限制条件的抵扣券。

美联航CEO“重新”道歉：
“任何人都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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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女生曾遭美联航赶客：
买全价票，在机上被壮汉架走

乘客细数美联航“黑历史”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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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
条例（试行）》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
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以下简称
《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是规范党的工
作机关设立、职责和运行的基础主干
党内法规，是继党组工作条例、地方党
委工作条例之后，加强党的组织制度
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对于夯实党执
政治国的组织制度基础，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的
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从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充
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工作机关工作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对《条
例》实施的组织领导。要通过举办研
讨班、培训班等形式，组织各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党的工作机关领导班子成员
认真学习《条例》，准确掌握《条例》内
容，深刻领会《条例》精神，不断提高运
用《条例》做好党的工作机关工作的能
力和水平。各级党委和党的各级工作
机关要对照《条例》规定，对党的工作
机关的设立、领导机构和决策形式、工
作规则等进行一次全面清理规范。中
央有关部门要抓好督促落实，适时对
《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确保
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

香港公共汽车连环撞
已致61人受伤

据新华网报道，香港元朗近博爱
交汇处4月12日晚发生交通意外，涉
及2架巴士及1辆轻型货车。目前61
人受伤，包括35男26女，被送往医院
救治。

据现场乘客表示，乘坐的九巴先
撞到前方的小巴，之后巴士被尾随的
城巴撞到。

其中涉事的城巴967X路线由铜
锣湾开往天水围天恩邨，车头挡风玻
璃和车身撞毁，侧面车门变型。九巴
265M路线是由丽瑶开往天恒邨，右边
车尾撞凹。涉事巴士已被拖走。

稍早前，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
4月12日晚7时28分，香港新界元朗
区的一条公路发生三车头尾相撞交通
意外，导致至少54人受伤。

据悉，意外发生时，一辆专线小巴
与两辆公共汽车连环相撞，公共汽车
车头严重损毁，上、下层玻璃破裂。小
巴司机称因前方出租车急速刹车导致
其紧急刹车。22辆救护车出动，已经
将伤者分别送往附近医院。

据新华网、央视等

国防部新闻局回应
“向中朝边境增派15万
士兵”报道纯属捏造

4月12日，国防部新闻局答记者
问时，有记者问到：“据外媒报道，为应
对朝鲜发生紧急事态，中国军方向中
朝边境增派了15万名士兵，请予证
实。”。对此，国防部新闻局回应称上
述报道纯属捏造。 据国防部官方网站

韩总统候选人支持率反转
安哲秀将上演逆袭？

距离韩国总统选举已不到一个月
时间，选情民调最近却出现戏剧性变
化。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
在寅原本支持率遥遥领先，近来却在
多项民调中被国民之党前党首安哲秀
迎头赶上，甚至在有的民调中被反
超。但这样的民调结果到底可不可
信，韩国大选是否也会像去年美国总
统选举那样，出现民调结果与最终投
票结果截然相反的现象？

尽管各民调结果之间有差别，但
毫无疑问的是安哲秀近期支持率大幅
提升。舆论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
在于，各政党推出唯一候选人后，包括
之前共同民主党其他竞选人的支持者
在内，大量中间和保守派选民倒向安
哲秀阵营。

安哲秀属于偏左翼的第二大在野
党国民之党，主张“第三道路”，即统合
包括保守派在内的各种“非文（在寅）”
力量，其政见与文在寅相比也保守一
些。《韩民族日报》分析称，由于保守派
自由韩国党和正党候选人缺乏竞争
力，“无处可去的”保守派选民把安哲
秀当成了“战略性替代方案”。

距离选举日5月9日已不到一个
月，安哲秀支持率大幅提升成为一个
重大的选情变化。但在安哲秀是否已
经反超文在寅这一关键问题上，各民
调的结论却不一致。分析人士指出，
韩国选民投票意向的“流动性”较强，
受媒体爆料以及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等
热点舆论的影响较大，往往会出现“朝
更夕改”的变动。

各项民调结果均显示，有10%以
上的受访选民没有表态。这部分“未
决定的”选票最后会投给谁，成为大选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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