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在莫斯科会见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双方
就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一事达成
一致。当天，特朗普在白宫也表示，他可
能在7月赴欧洲期间与普京会晤。

分析人士指出，俄美筹划领导人会
晤主要为了防止高度紧张的双边关系
失控。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美在一系列
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难以彻底消除，
双方也很难启动有实质意义的建设性
合作。

防止关系失控防止关系失控

普京在会见博尔顿时表示，俄美关系
目前没有处于最佳状态，这很大程度上是
美国国内尖锐政治斗争的结果，博尔顿此
访让俄方看到了两国着手恢复双边关系
的希望。普京表示，俄罗斯从不寻求对
抗。

博尔顿在会见后的记者会上说，美
俄关系关乎世界稳定，两国总统都认为
应就一些共同问题展开磋商并拓展合

作领域，双方会晤将非常有益。他还
说，美国在克里米亚归属问题上的态度
没有改变。

特朗普去年上任以来，美俄关系不
仅未如预期般出现缓和，其紧张态势反
而愈演愈烈。俄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和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
洛夫认为，博尔顿此行释放了积极信号，
证明华盛顿有政治意愿阻止俄美关系进
一步恶化，希望提高双边关系的可控性
和可预见性。

苏斯洛夫指出，美国政治精英的
“仇俄”心理导致特朗普难以缓和对俄
关系，但今年以来，特朗普对共和党的
控制力加强，国内支持率稳中有升，使
得他能再度将举行俄美首脑会晤提上
日程。

此外，对于俄美两国来说，双边关系
已恶化到“不能允许其继续恶化”的地
步。在叙利亚等问题上，俄美之间有可能
擦枪走火甚至直接发生军事冲突。因此，
俄美有充分理由采取措施来管控两国紧
张关系，防止其失控。

会面难有成果会面难有成果

据克里姆林宫消息，普京与特朗普会
晤的时间和地点将随后公布。特朗普27
日下午在白宫与来访的葡萄牙总统德索
萨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他可能会与普京
讨论叙利亚和乌克兰局势。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达雷尔·韦斯特认为，鉴于美国国会对美
俄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怀有敌意，特朗普
即便与普京会晤也很难取得重大成果。
此外，现阶段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反对
减轻对俄制裁，因此特朗普和普京很难就
减轻对俄制裁达成协议。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
迈克尔·欧汉龙也表示，美俄即便实现首
脑会晤，也很难制定任何具体方案来改善
两国关系。

俄分析人士指出，鉴于俄美目前的紧
张对立，防止双边关系继续恶化就可以被
视作改善关系。俄美相互允许其使领馆正
常工作是双方可能达成共识的一个方面。

根本分歧难消根本分歧难消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俄美之间存在根
本性分歧，双边关系短期内难以迎来真正
转折。

苏斯洛夫表示，俄美对于各自在世界秩
序中应发挥什么作用意见相左，两国目前处
于系统性对抗状态。美国一直不愿放弃其
全球霸权地位，将俄罗斯视为对手，而俄方主
张建立更加公平的多极化世界秩序。俄美
间的最主要矛盾就体现在这个问题上。

苏斯洛夫指出，只有在美国主流政治
力量认可并适应多极化世界秩序后，俄美
才能实现关系改善并开展建设性合作。
在美国依旧执着于维护其霸权和“优先”
地位的情况下，俄美关系难以实现有实质
意义的改善。

此外，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还将面
临北约盟友的压力，因此很难在解除对俄
制裁等关键问题上让步。

□ 新华社记者 栾海
（新华社莫斯科6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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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杨(身份证号码：352201199106070059)：
本院受理（2018）闽 0902民初 496号原告王

碧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其中，原告要求你
偿还借款人民币 5万元整及利息。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

吴南意、龚雅禧：
本院受理原告吴文强与被告吴南

意、龚雅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闽 0902民初
221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

林后辉、林丽辉：
本院受理原告余慈妹与被告林后

辉、林丽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闽 0902 民初
222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

石信太、陈孝梅：
本院受理原告林兆乐与被告石信

太、陈孝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闽 0902 民初
224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

林玲：
本院受理原告李姝与被告林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闽 0902民初 2249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

谢怀晋：
本院受理原告黄巧云与被告谢

怀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闽 0902民初 277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

吴恒梅：
本院受理原告陈菊梅与被告吴恒梅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

汤启忠、汤先睢：
本院受理原告林细明与被告汤启忠、

汤先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

赵玉荣、钟明辉：
本院受理原告林细明与被告赵玉荣、

钟明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

吴坤会、赖嫩弟：
本院受理原告林细明与被告吴坤会、

赖嫩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

彭华、李德炎：
本院受理原告福建海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分行与被告彭华、李德
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8）闽 0902 民 初
10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

陈韩斌、陈文坤、周月玲：
本院受理原告福建海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德分行与被告陈韩斌、陈文
坤、周月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闽 0902民
初 118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

公

告

首脑会晤难让俄美关系大转折

6月27日，在伊拉克图兹胡尔马图，工作人员准备处理遭绑架人员的尸体。
伊拉克安全官员27日说，伊安全部队当天在东部迪亚拉省发现8具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绑架人员的尸体。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记者 杨舒
怡）围绕驻韩美军费用分摊事宜，韩国和
美国26日启动第四轮谈判。然而，由于金
额分歧太大，谈判27日告吹。

韩美先前举行3轮谈判，分别是今年3
月在美国檀香山、4月在韩国济州岛、5月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均由于双方讨价还价
差距太大，谈判无果而终。

美国 1953年以来一直在韩国派驻军
队，现有驻军规模大约2.85万人，韩方从20
世纪 90年代开始分摊驻军费用。韩美自
1991年起先后签署9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摊
协定，第 9份协定定于 2018年年底到期。
双方原本希望尽快谈判签署第10份费用分
摊协定，确定2019年起的费用分摊比例。

美方近年多次施压韩方增加费用分摊
比例，韩方则希望承担“合理”比例。根据
韩国官方数据，韩国对驻韩美军费用的分
摊比例从 1991年的 1500亿韩元（约合 8.8
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18年的大约9600亿
韩元（56.6亿元人民币）。而韩国民间团体

“韩国和平统一团结会”5月 22日说，分析
韩国和美国国防预算后，认定韩国实际承
担比例超过七成，远高于官方数据。

一名消息人士27日告诉韩联社记者，
第四轮谈判中，美方认为驻韩美军在朝鲜
半岛部署战略武器的费用应由韩方分摊，
而韩方要求“转换成以提供实物为主的分
摊方式”，双方分歧太大，无法达成协议。
与韩方主张类似，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
一篇报道中把韩方提供的驻韩美军基地用
地算入分摊方式，认定韩国为驻韩美军实
际负担将近八成费用。

韩联社报道，韩美商定 7月以后启动
下一轮谈判，继续商议分摊费用事宜。按
照那名消息人士的说法，韩美“决定在下一
轮会议上继续努力缩小分歧”。

在26日第四轮谈判首日，韩方谈判代
表张元三说：“先前 3轮谈判中，双方已充
分理解对方的立场。”美方谈判代表蒂莫
西·贝茨描述，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定是美
韩同盟“保持健康活力的重要因素”。

又没谈成！

韩美第四轮驻军
费 用 谈 判 告 吹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局 28日
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7
月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晤。

俄总统新闻局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
俄美领导人将就两国关系现状、发展前景

和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会谈。
另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双方

对会晤地点的选择充分考虑了两国领导人
的日程安排，在会晤结束后俄美总统将共
同出席记者会，并有可能发布联合声明。

美国白宫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白

宫在简短声明中说，特朗普和普京将于7
月 16日在赫尔辛基会晤，双方将讨论美
俄双边关系和一系列国家安全议题。

同一天，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发表声明
说，希望7月16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美俄
首脑会谈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他说，会

谈的具体日程还有待商定，但是双方肯定
会讨论国际局势，并且很有可能讨论军控
和裁军问题。

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在莫斯科会见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双方
就普京与特朗普会晤一事达成一致。

新华社华盛顿6月27日电（记者 孙
丁）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县检方
27日以“刑事杀人罪”起诉射杀非裔高中
生安特温·罗斯的白人警察迈克尔·罗斯
费尔德。

刑事起诉书显示，罗斯费尔德当天
被捕，将于7月6日出席预审听证会。

本月 19日，在阿勒格尼县政府所在
地匹兹堡市郊，因被怀疑与当天发生的
一起枪击事件有关，罗斯和同伴乘坐的
汽车被罗斯费尔德叫停，两人随后打开

车门逃跑，罗斯费尔德从背后向罗斯开
枪，17岁的罗斯身中 3枪倒地，抢救无效
身亡。

罗斯之死在匹兹堡市引发连续数天的
抗议活动，人们质问罗斯费尔德为何动用

“致命武力”，并抗议警察过度执法及“系统
性种族歧视”，要求为罗斯伸张正义。

阿勒格尼县地区检察官斯蒂芬·扎
帕拉 27日在记者会上说，基于检方掌握
的证据，罗斯费尔德当时并未受到武器
威胁，他没有开枪的正当理由。罗斯费

尔德的律师则认为，这一事件并不属于
谋杀。

据美国媒体报道，现年 30岁的罗斯
费尔德几周前才开始在东匹兹堡区警察
局上班，他在射杀罗斯前刚刚正式就
职。过去几年，他曾供职于其他警察局。

罗斯的葬礼已于25日举行。一些悼
念者当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罗斯之死暴露出美国社会种族歧视、警
察过度执法等问题，希望这一事件能够
带来一些改变。

普京与特朗普７月中旬在赫尔辛基会晤

射杀非裔高中生

美国警察被诉“刑事杀人罪”

新华社墨西哥城6月27日电 27日，数
百名墨西哥球迷在首都墨西哥城的韩国大使
馆外载歌载舞，欢呼雀跃。在世界杯小组赛
第三轮，韩国队 2∶0战胜卫冕冠军德国队，

“帮助”墨西哥队得以晋级16强。
墨西哥队与瑞典队比赛的最后几分

钟 ，0∶3 落 后 的 墨 西 哥 队 看 起 来 败 局 已
定，此时墨西哥球迷转而开始支持韩国
队，因为他们担心德国队的胜利会让他们
的球队回家。

最终，韩国队凭借比赛最后几分钟的两
粒进球击败德国队，这一结果震惊了世界。
在把卫冕冠军拉下马的同时，韩国也间接“帮
助”墨西哥以小组第二的成绩出线，但他们自
己却遭遇了淘汰。

赛后，数百名墨西哥球迷拿着龙舌兰
酒，挥舞着两国国旗，来到韩国大使馆外开
心庆祝。外交人员中的一名韩国人被球迷
们举过肩头，人群中有人喊道:“兄弟，现在
你是墨西哥人了。”

新华社柏林6月27日电（记者 朱晟）德
国经济研究所27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由
于俄罗斯世界杯德国队与韩国队的小组赛于
德国工作日下午 4时开球，德国经济因此最
多可能损失了2亿欧元。

研究称，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德国对
韩国的比赛在工作日下午开球，仅有约三成
德国员工仍能坚守工作岗位，导致德国经济
大约损失了1.3亿至2亿欧元。

德国经济研究所劳动力市场专家克里斯
托弗·施罗德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一些经济损
失将被餐饮等行业的积极影响所抵消。

此外，施罗德还认为同事们一起观看比
赛，也可以加强团队精神，可能对生产力产
生积极影响。“这并不总是关乎金钱，也关
乎团队建设，肯定没有（哪项团队建设）比
与同事们一起观看令人兴奋的足球赛更好
的了。”

世界杯德国对韩国小组赛

致德经济损失2亿欧元

新华社喀山6月27日电（记者 刘宁 严
蕾 吴书光）用一个漂亮的进球帮助韩国队
锁定 2∶0的胜局，将卫冕冠军德国队挡在 16
强门外，孙兴民赛后流下了幸福的眼泪。这
位韩国队前锋27日表示，尽管韩国队没能晋
级16强，他仍然为球队感到骄傲。

孙兴民说：“我为我们的队员感到骄
傲。尽管我们没能晋级 16强，但我们每场
比赛都拼尽全力。我要感谢教练、我的队友
和支持我的球迷们，感谢他们为这支队伍所
做的一切。”

2014年在巴西，孙兴民泪洒赛场。那届
世界杯上，韩国队在小组赛中 1平 2负，早早
就被淘汰出局。孙兴民体验到了韩国队在世
界强队面前的无助，世界杯赛场上仅靠信心
是不够的。

等待了四年，孙兴民随队再次踏上世界
杯赛场。来到俄罗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
孙兴民再次泪流满面。不过，这次是幸福的
眼泪。毕竟，能够战胜卫冕冠军德国队，对韩
国队来说简直就是创造了奇迹。

这位现效力于英超托特纳姆热刺队的
前锋在对墨西哥队的比赛中攻入韩国队在
俄罗斯世界杯上的第一粒进球，并在战胜
德国队的比赛中攻入个人本届世界杯第二
个入球。

韩国队前锋孙兴民：

尽管不能晋级
仍然感到骄傲

墨西哥球迷

韩国大使馆外庆祝晋级

俄罗斯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