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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首脑在朝韩边境会晤？
特朗普：
“令人感兴趣”
,可能 5 月或 6 月初会面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4 月 30 日说，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举行美朝首脑会面，是“令人感兴趣”的想法，
他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讨论过这处地点。
韩国总统府证实了特朗普的说法，说非军事区是“非常有意义”的地点。
而据央视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朝鲜方面已经同意在朝韩边境举行美朝首脑会
晤。这一信息目前还有待证实。据新华社、央视

表达兴趣
可能 5 月或 6 月初会面
特朗普4月30日两次提及非
军事区作为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会面地点的可能性。
他首先在推特上写道：
“为
了这次会面，许多国家被纳入
考虑之中，但是北南边界的‘和
平之家’或‘自由之家’是不是
比第三国更有代表性、重要性
和持久性？
”
稍后，他与到访的尼日利亚
总统穆罕马杜·布哈里在白宫共同
举行记者会，
再次提到非军事区。
“我们正考虑多个国家，
包括新加
坡。我们也提到非军事区、
‘和平
之家’
‘
、自由之家’
的可能性，
我
觉得这有令人感兴趣的方面。
”
“和平之家”和“自由之家”
都是位于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
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建筑，其中
前者是文在寅与金正恩 4 月 27

日举行韩朝首脑会晤的场地。
韩国总统府一名官员 5 月 1
日证实，文在寅 4 月 28 日与特
朗普通电话时讨论了美朝首脑
会面地点并“自然提及了”板门
店。韩联社援引这名官员的话
说，
“ 就弥合分裂、树立新的和
平里程碑而言，板门店是十分
有意义的地点”，也是“最具象
征意义”的地点。
就美朝双方可能会面的时
间和地点有多种说法。特朗普
曾说，可能 5 月或 6 月初会面；
传闻中的候选地包括新加坡、
蒙古国、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瑞
典、瑞士、芬兰。特朗普 4 月 27
日说，备选地点缩减至两个；新
加坡总理李显龙次日说，没有
收到美朝在新加坡举行首脑会
面的正式申请。

更适合
“秀”
？
特朗普：如果谈不拢，会“礼貌地离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1 日援引一名美国政府
高级官员和一名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特朗普一天两次提及非
军事区作为会面地点，并不令
人意外，因为他上个周末一直
在谈论这个地点，包括与文在
寅通话时。
特朗普 4 月 30 日在记者会
上说，对在非军事区会面感兴
趣的原因是，
“你们会在那里”，
“如果一切顺利，当场就会有盛
大庆祝活动，而不用在第三国
（举行）”
。按照他的说法：
“所有
人 都 希 望 我 们 去（他 们 那 里
谈）。这可能会是一次大事件。
”
那名官员和消息人士说，
持续一整天的韩朝首脑会由
电 视 直 播 ，特 朗 普 很 喜 欢 那
些 场 面 ，希 望 能 作 为 首 名 与

朝鲜领导人会面的在任美国
总统出现在那类画面中。另
一名美方官员说，如果能跨过
分界线进入朝方一侧，对特朗
普而言是“历史性机遇”。文
在寅与金正恩会面初始，受邀
短暂进入朝方一侧。
美方官员仍在争取会面地
点定在新加坡，因为在非军事
区会面，会使美方看上去对朝
方作出妥协，而新加坡是更为
中立的地点。
按照上述 CNN 消息源的说
法，特朗普虽然渴望在媒体镜
头前隔着分界线与金正恩握
手，也希望媒体记录下一旦会
面不顺利，他站起身退出会场
的一幕。
特朗普多次表示，如果谈
不拢，
他就会“礼貌地离开”。

交通事故进入司法程序
照样可以申请复核

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公安部近日修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
处理程序规定》于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对比修订前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新规定对交通事
故处理的多项制度进行调整完善，出台了四个方面 15 项新措施。

完善复核程序
取消事故进入司法程序不予复核规定

简化办案程序
无人员伤亡轻微事故，可网上协商解决

新规定要求，放宽当事人
对事故认定不服申请复核的范
围，将交通事故证明、适用简易
程序事故认定以及路外事故认
定三类情形均纳入复核申请范
围，实现事故办案监督和群众
依法申诉渠道的全覆盖。

新规定要求，
对于未造成人
员伤亡的财产损失事故，规定
当事人在现场拍照或者标划
事故车辆位置后，先撤离现场
再协商处理，进一步提高轻微
事故现场撤离效率，防范由此
导致的二次事故和交通拥堵。
对于未造成人员伤亡的财产

规范处理收费
扣留事故车停车费用，交管部门承担
新规定明确，
对因扣留事故
车辆产生的停车费用，
明确由作
出扣留决定的公安交管部门承
担，不得向当事人收取；但公安
交管部门通知当事人领取，
当事
人逾期未领取产生的费用除
外。对需要进行事故检验、
鉴定
的，规定检验、鉴定费用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承担，
不得向
群众收取。新规定严禁公安交
管部门指定停车场停放扣留的
事故车辆，
防止违规收费和勾连
牟利等问题。同时，新规定要
求，除依法扣留车辆的情形外，
赋予事故当事人自行联系施救
单位拖移车辆的选择权。

损失事故，
当事人可以通过
“交管
12123”手机 APP 等快捷方式自
行协商处理，
减少事故处理和理
赔时间。对于当事人报警的未
造成人员伤亡的财产损失事故，
交通警察、警务辅助人员可以
通过电话、微信、短信等方式为
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提供指导。

强化公开透明
推行在互联网公布事故认定书
新规定要求，
按照警务公开
的要求，
推行在互联网公布事故
认定书措施，
使执法办案行为更
加透明。在原有死亡事故作出
事故认定前公开证据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公开证据的范围扩大
到复杂、
疑难的伤人事故。

司法部 4 月 29 日发布《国家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
法》。实施办法规定，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的内容和命题范围以
司法部当年公布的《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为准。目
前司法部正制定今年的考试大
纲，拟近期出版发行。今年的客
观题考试将在全国各考区全面
推行计算机化考试。
实施办法增加了被吊销法
律职业资格证书、因严重失信行
为被国家有关单位确定为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并纳入国家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和因其他情形被
给予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处
理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北晚

4 月科学流言榜发布

用达·芬奇睡眠法
真能精神百倍？
4 月，
健康话题又一次成为科
学流言的“宠儿”。由北京市科
协、
中国晚报科学编辑记者学会、
上海科技传播学会等联合发布的
“每月科学流言榜”，提醒大家小
心这些披着科学外衣的流言。

喝活蝌蚪“强身健体”？

规范事故处理程序，
公安部出台 15 项新规

新规定还取消交通事故进
入司法程序不予复核的规定，
并要求公安交管部门受理复核
申请后，要将受理情况和复核
结论告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减少司法成本，更好地保障
当事人合法权益。

失信人员不得报考
法律职业资格

此外，修订后的新规定还
在依法严厉打击交通肇事逃逸
行为，对群死群伤事故开展深
度调查以溯本追源、预防事故
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将有利
于打击震慑违法犯罪、科学有
效预防事故。据新华社

流言：一段孩子在家长授意
下喝活蝌蚪的视频在朋友圈热
传。视频中，白瓷碗里有七八条
不停游动的蝌蚪，家长一边哄骗
孩子是小鱼，一边一口一口把蝌
蚪喂给孩子。据家长说，这可以
“强身健体”
。
真相：蝌蚪入药，最早来自
于我国古代典籍，但食用活蝌蚪
并不安全。蝌蚪体内有一种称
作裂头蚴的寄生虫，寄生虫的虫
卵可以吸附在人的肠壁上，然后
孵化成幼虫，再通过血液循环可
能进入人脑、
眼睛，
并在人脑中游
走，吸取脑细胞营养，发育长大。
所以，
食用生蝌蚪风险极大，
千万
不要盲从。

睡 2 小时就精神百倍？
流言：据说著名画家达·芬
奇不需要整晚睡觉，只是每 4 小
时睡 15 至 20 分钟。这样一天下
来总计只睡 2 小时左右，却能保
持充沛的精力。
真相：到目前为止，达·芬奇
本人是否按照此方法进行睡眠
也无从考证。
所谓达·芬奇睡眠法也被称
为多相睡眠或多阶段睡眠，意思
是把完整的睡眠时间分割开来，
以达成减少总睡眠时间的睡眠
方式。不具备科学性和普遍性，
当人无法正常睡眠时，就会导致
身心疲倦、情绪焦虑紧张、免疫
力下降等不良反应，正常生活也
会受到影响。
据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