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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基于共识
朝鲜和美国对此次会晤

都做了充分准备。不少专家
指出，特朗普一度宣布取消
会晤之后，朝美领导人能最
终同意举行会晤，本身就体
现了双方有愿通过会晤解决
现有问题的共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
战略研究教授休·怀特认为，
此次会晤虽曾出现波折，但
他对朝美领导人会晤能够举
行并达成某种成果反而感到
乐观，“原因在于，双方已经
对对方所持立场有了更加现
实的认识”。

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
研究所教授李相万认为，会
晤最终举行，在于双方都有
意愿，也各有所需，朝美双方
或许能够就阶段性解决问题
达成一定共识。

●会晤意义重要
李相万指出，朝鲜和美

国长期相互敌对，“而金正恩
和特朗普能在同一张桌子前
坐下，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
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阮宗泽同样认为，
朝美领导人会晤具有重要意
义。“半个多世纪以来，朝美
一直处于高度对峙状态，两
国领导人这次决定见面并坐
到一起，有着重要的象征意
义，同时也有积极和建设性
的政治和外交意义。”

阮宗泽还说，双方会晤
同样具有实质意义，即就朝
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磋商，同
时展望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在他看来，朝美在无核化方
式上存在分歧，但双方立场
并非水火不容，存在找到

“中间地带”并达成妥协的
可能。

●会晤开启新进程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此

次会晤难以一步实现朝鲜半
岛无核化并解决所有问题。
除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
外，仅凭一次会晤，并不能使
双方立即跨越信任缺乏的鸿
沟。他们呼吁朝美双方以此
次会晤为契机，延续对话势
头，进而推动朝鲜半岛走向
和平。

“双方虽有疑虑，但必须
尝试，因为解决朝核问题和
实现半岛和平的其他选项都
不是好选项。”韩国釜山大学
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凯利说。

怀特认为，此次会晤，最
重要的就是双方开始讨论。

“如果双方能够在会晤时达
成协议或者开启一个达成协
议的进程，我认为两国可能
能够保持这一势头并使其发
挥作用。”

李相万说，希望此次会
晤为实现朝鲜半岛持久和平
作出贡献，使得朝鲜半岛主
旋律向基于和平的共存与共
荣转变。 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 11 日在回答相关提问
时表示，中方衷心希望朝美领
导人会晤顺利举行并取得积
极成果，为朝鲜半岛无核化进
程和政治解决进程提供有益
助力。

“我们希望朝美领导人会
晤顺利举行并取得积极成果，
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政治
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上向前迈
进。”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作为半岛近邻和重要一
方，中方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

续致力于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
和长治久安。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将于 12 日在新加坡圣淘
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举行会
晤。

这是6月7日在新加坡圣淘
沙岛拍摄的嘉佩乐酒店外景。

这是 6 月 6 日用鱼眼镜头拍
摄的新加坡圣淘沙岛。按计划，
特朗普与金正恩将于今天在圣淘
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举行会晤。

国务院办公厅开通“政
务服务举报投诉平台”信箱

办事不便利
到这来投诉

据新华社电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推
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企业群众办事“只进
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的部署，为广泛听取群
众和企业意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切实
解决企业和群众在政务服务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6月11日起，国务院办公厅在中国政府网
开通“政务服务举报投诉平台”信箱（liuyan.
www.gov.cn/zwfwjbts/），统一接受社会各界
对涉企乱收费、涉企政策不落实、未实现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群众和企业办事不便利，以
及其他政务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的投诉。

国务院办公厅将对投诉事项进行核查
处理，督促有关地方和部门查清问题、查明
原因、整改解决，确保国家优化政务服务的
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增强群众和企业对

“放管服”改革的获得感。对存在失职渎职、
懒政怠政情况的，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美大学开设“流感酒店”
研究疫苗

免费住十天
看你染病不

据新华社电 在房里管吃管喝免费住 10
天，还额外得到3500美元？没错，这是真的，但
你可能会得上流感。美国圣路易斯大学近日开
设了这样一家“酒店”，通过让志愿者暴露在流
感病毒环境中，研究流感疫苗的效力。

据圣路易斯大学官网介绍，研究目前还
在志愿者招募阶段，计划在2018年下半年进
行。届时，同意入住的志愿者会被接种流感
疫苗或安慰剂，然后在“流感酒店”里被暴露
在某种特定流感病毒环境中隔离居住10天，
研究人员监控志愿者是否会患流感。

“流感酒店”采用了复杂的采暖、通风和空
气调节系统，严控酒店内的流感病毒保证其不
会传到设施外。志愿者居住的房间采用酒店标
准间配置，除电视机、互联网外，也有公共区域
和健身设备供志愿者们社交和锻炼。

由于研究人员能控制何时释放病毒，因
而可以确定疫苗接种者对病毒作出反应的
时间和进程。这一研究比传统疫苗研究获得
的信息更为快速准确，有望推进研发对所有
流感病毒都有效的通用流感疫苗。

各方专家学者热议朝美领导人会晤

或能就解决问题达成一定共识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

普分别于10日抵达新加坡，双方定于12日在新加坡
圣淘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举行会晤。

各国专家认为，即将举行的此次会晤，有助于推
动对话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但朝美之间弥合分歧和建
立互信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解决半岛问题还需各方
继续相向而行。

中国外交部——

衷心希望会晤取得积极成果

探访朝美领导人会晤地点探访朝美领导人会晤地点

新华社发

6月 8日，安全生产月的重头
戏之一第四届“我安全我健康”安
全生产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圆满落
幕，来自市人民医院的孙胜楠获得
一等奖。

本次大赛得到了社会大众的
积极参与。来自全市 24个镇区和
10多个市直部门近 100名选手参
加了本次安全生产主题演讲比赛
复赛。经过激烈角逐，10名选手脱
颖而出最终进入了决赛。

6月 4日，中山安监微信公众
号举办了演讲比赛最佳人气选手
评选，得到了网友们的高度关注，
超过4万人浏览了评选活动页面。

在决赛中，选手们结合社会热点
和身边事例，讲述遵守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和安全知识的生动事例和典型
经验，探讨新形势下企业安全生产管
理的新思路，阐述关注职工安全健康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表达自己对安全
生产工作的理解与践行。

●王倩【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安全不是方法，而是
一种状态，只要我们都在这种状态
下，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健康的生
长，我们的家庭就可以幸福万年
长。幸福是船，安全是帆，唯有安
全，才能使幸福之船远航，到达幸

福的彼岸。人生是船，安全是帆，人
只有在安全的状态下，才能显现你
的价值。把“安全”这张船帆高高扬
起，让安全为生命保驾护航，让幸
福传遍你我他乡。

●杨永飞【南朗镇演讲协会】：
如果安全生产意识扎根在我们每
一个人心中，比如在生产岗位时我
一定要做到不违章操作、作为经营
单位的小区管理者，我一定要把小
区的安全设施设备、员工安全培训
放在第一位；作为物业保安，在火
灾发生时我一定懂得第一步该做
什么下一步又该做什么；作为一个
家庭的主心骨，我一定要懂得自救
知识，多备一些自救设备。杜绝安
全生产事故，我们每个人能做的就
是时刻绷起安全生产的那根弦！

●顾鸣雷【中建三局第一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清晨高高兴
兴上班，傍晚平平安安回家，是多
么平常而又普通，但这平常与普通
是要靠我们所有人共同维护！亲爱
的同事们，请在工作中看看你身边
的工友，轻轻的提醒一句，安全帽
戴好，或许就能在发生高空坠物时
挽回一条生命；规范使用机具，或
许就能在机械故障中保全一个家

庭的幸福。因为，忽视安全就是对
家人的不负责，忽视安全就是对社
会的不负责，忽视安全就是对国家
的不负责！朋友们，让我们珍重生
命，关注安全，共同维护安全生产
环境，让我们的家人多一些安慰，
少一些牵挂！

●罗佳伦【广东省特种设备检
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我是一名
电梯检验员，保证电梯安全健康的
运行，是我的职责。每天我们带着
安全帽，打着灯，进入狭长漆黑的
电梯井道，去检查设备隐患。我们
始终牢记保安全促发展的特检使
命，不忘初心，履行着人民安全忠
诚卫士的职责！

●何成市【广东香山衡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是责任心，是
学校、家长和孩子三者责任的心连
心，是企业、员工和社会三者责任
的心连心。安全请您做到：不伤害
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
对于世界，你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作
者，可对于家庭，你却是他们的全
部。安全不是儿戏，生命不能重来，
请您怀揣一份责任心，付诸一份行
动力，让安全在每个人心里，生根
发芽！

●赖芳艾【市安全监管局三乡
分局】：“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安
全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不讲
安全，哪怕是轻轻的一碰，就能使
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生产装置，
怒火爆发；不懂安全，哪怕是小小
的一块砖头也会酿成大祸；忽视安
全，哪怕只是一个麻痹的意念，就
会让操作者处于生命的危险状态。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这不仅仅是
口号，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幸福
的保障。安全，没有偶然，没有侥
幸，它需要存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
天每一刻，让我们一起用行动诠释

“关爱生命、安全发展”。

●张雨涵【广东理工职业学
院】：安全，要从小做起，从细节抓
起。学生就是祖国未来的栋梁，毕
业后他们将走进社会，走进企业，
走上管理或生产一线的岗位，安全
生产理念不能只停留在企业，要走
进校园，更要让学生留下根深蒂固
的思想。只有在源头上抓起才能安
全发展。生命是宝贵的，它属于我
们只有一次，为了个人的成长，为
了家庭的幸福，对于安全，我们必
须防范在先，警惕在前。

●郝贻娜【中山供电局变电二
所】：正是因为有安全责任逐级传
递、落实到个人的安全行为，才构
筑了我们可靠供电的坚强堡垒。舍
小家为大家，正是因为供电人对安
全的执着，才有了灯火璀璨。安全
刻在每一位的骨子里，它不仅保护
了我们自身健康，还是以每个人为
起点，影响着身边的你我他。

●孙胜楠【中山市人民医院】：
平安中山，健康广东，这平静的万
家灯火，是无数职业、无数岗位上
的无名英雄保驾护航的结果。安全
责任是不分工种的，只有当公众的
安全素养得以全面的提高，才能在
灾害降临的时候将损失降到最低。

●于锐【南朗镇南朗小学】：生
命至上，关注职业健康真的一刻也
不能放松。我们要对职业健康重视
起来，了解自己工作环境可能造成
的职业病以及防护措施，只有知己
知彼，我们才能打赢这场仗；其次
我们要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懂得
用法律保护自己；最后我们要定期
做职业健康体检，时刻关注自己的
职业健康。在安全生产上，生命至
上，我希望这不仅仅是个口号，更
希望把这几个字烙印在你们心中。

今年6月是全国第十七个“安全生产
月”。我市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
工作的决策部署，紧扣“生命至上、安全发
展”的主题，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
询日、安全生产知识网络竞答、主题宣讲、应
急演练等多项活动，切实推动安全文化进企
业、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家庭、进公共
场所，全面增强全民应急意识、提升公众安
全素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遏制重特
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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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安全监管局局长刘大
明、副局长原涛、局总工程师张洁莹
分别带队，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
对分片挂钩联系的镇区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暗查暗访。

每到一家企业，暗访组都详细
查看了企业危化品管理、职业卫生
管理、安全标识、企业安全教育培训
等情况，并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一
一向企业进行了反馈。通过暗查暗
访发现，虽然企业都开展了大检查
大排查和隐患整改，但是在安全管
理工作中仍然存在着较大不足，个
别企业发现存在近十处安全隐患，
暗访组现场制止并纠正了企业的违
规行为，并依法下达了执法文书。

接下来，市安委会还将组织开
展“安全生产咨询日”、“安全生产知
识有奖竞答”等活动，不断掀起安全
生产月的活动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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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主题演讲比赛受热捧

由市安委办主办的第四届“我安全·我健康”安全生产主题演讲比赛决赛现场。

全市建筑施工
“安全生产月”

活动启动
6月 6日，我市举行 2018年中山

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仪式暨现场观摩交流会，并在现场进
行了建筑施工高处坠落应急演练。

在活动现场的安全体验区，参
加活动人员戴上VR眼镜，就可在特
制的平台上体验高空坠落、电击、坍
塌等几十类工程事故发生时的应急
抢险方法。交流会现场还设有扬
尘、噪音实时检测系统、临边洞口报
警器、铝合金模板应用演示等。

认真开展安全生产
暗查暗访

我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启动

让“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深入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