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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美方公布美朝领导人会晤时间
为新加坡当地时间12日上午9时
国代表团仍在朝韩非军事区与朝方
进行外交协商，双方对话积极，并取
得了有意义的进展。此外，另一美方
先遣团队正在新加坡与朝方一起为
领导人会晤做后勤准备， 目前工作
也已进入最后阶段。
特朗普1日表示， 他与金正恩
的会晤将如期举行。 特朗普当天在
白宫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副委员长金英哲后对媒体说，双方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电 美国白宫4
日表示， 美国和朝鲜领导人会晤预
计将于新加坡当地时间12日上午9
时举行。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当天下午在
例行记者会上透露了这一消息。 桑
德斯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目前定于
该时间进行，但仍有可能作出调整。
桑德斯同时透露， 目前一个美

目前正在“建设关系”，这是一个积
极势头。
特朗普5月24日曾在一封给金
正恩的公开信里宣布， 取消两人原
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的会晤。朝鲜
回应说， 特朗普的决定不符合国际
社会希望朝鲜半岛乃至世界和平与
稳定的愿望， 但朝方愿意随时以任
何方式与美国坐在一起解决问题。
刘晨 朱东阳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可对朝鲜进行核查
据新华社维也纳电 国际原子
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4日说， 国际
原子能机构已做好准备， 一旦被授

权，即可在数周内开始对朝鲜进行核
查。天野之弥告诉记者，如果能达成
关于朝核问题的政治协议， 且国际

原子能机构在协议框架下被授权核
查， 该机构即可在数周内开始对朝
王腾飞
鲜核计划进行核查。

中国游客大巴在加出车祸

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明确

网约车被约谈拒不改 下架APP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5日从
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运输部等七
部门明确加强网约车联合监管。
近日，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
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
国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和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
发 《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行业事中事后联合监管有关工作
的通知》，明确了网约车行业事中
事后联合监管工作流程。
通知要求， 各级交通运输、网
信、通信、公安、人民银行、税务、工
商和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建立网约
车行业联合监管机制。针对未取得
网约车经营许可从事网约车经营、

线上线下车辆人员不一致、 信息泄
露、不依法纳税、不正当竞争、非法经
营资金支付结算等违法违规行为，各
相关管理部门可开展联合约谈。
约谈后仍拒不改正的， 相关管
理部门可根据网约车平台公司违法
行为严重程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
保护管理办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规
规定，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相应采取暂
停发布、 下架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停止互联网服务、6个月内停止联网
或停机整顿等处置措施。 赵文君

上有3名南通游客
据交汇点报道， 加拿大当地
时间4日下午，一辆载有中国游客
的旅游大巴车在加拿大从渥太华
去多伦多的高速公路上遭遇车
祸。 苏州市旅游局5日晚发布消
息，事故中24人受伤，其中4人重
伤，1名苏州籍游客遇难。
据调查，该旅游团共35人，其
孟旭
中有3名南通游客。

危地马拉火山喷发 65人遇难
新华社马那瓜电 危地马拉城
消息： 危地马拉国家自然灾害协调
机构4日宣布，富埃戈火山喷发遇难
人数目前已上升至65人。
危地马拉国家自然灾害协调机
构表示， 目前该国受灾人口已超过

170万人。鉴于本次喷发是富埃戈火
山近年最为严重的一次， 预计受灾
情况还会进一步加剧。
位于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
西南约40公里的富埃戈火山3日猛
烈喷发， 喷出的火山灰覆盖附近20

平方公里区域，喷发高度达约1.1万
米。
富埃戈火山是危地马拉境内数
座活火山之一，在2012年、2015年和
2016年都曾喷发， 喷发高度分别为
约3000米、5000米和7000米。 许雷

坐高铁订外卖更方便

新增11个互联网订餐站点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从中国
铁路总公司获悉，5日起， 铁路部
门将陆续增加11个高铁动车组互
联网订餐站点，方便广大旅客。
据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自2017年7月高铁动车组
互联网订餐业务开展以来， 铁路
部门不断协调供餐商家， 丰富互
联网订餐品种，并从2018年1月18
日起， 将互联网订餐截止下单和
取消时间由原来的2小时调整为1
小时， 同时推出了互联网特产预
订服务，受到旅客好评。
目前， 全路共有27个互联网

订餐和特产配送站， 基本为省会及
计划单列市所在地主要高铁客运
站。 为进一步满足旅客对高铁动车
组互联网订餐的需要， 全面提升客
运服务质量，6月5日起，铁路部门将
陆续新增沈阳站、天津站、南京站、
青岛站、 乌鲁木齐站等11个互联网
订餐供餐站或特产预订配送站。 新
增站点主要是一些动车组密度较大
的高铁普速混合车站和部分省会城
市或计划单列市主要车站， 以及个
别客流较大的地市级车站。增加后，
全国铁路互联网订餐和特产预订站
樊曦
达到38个。

不做黑客的“
待宰羔羊”
福州360基地互动模拟令人称奇

福彩直通车

体彩开奖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6 月 5 日 21 ：38

“
快 3”亿元派奖震撼来袭！
为回馈广大彩民对快 3 游戏的支持， 经省福彩中心研究决定， 开展 "
快 3" 游戏 1 亿元大派奖活动，时间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5 日，若期
间 1 亿元用完，则活动次日停止；若 6 月 5 日最后一期结束后 1 亿元派奖
奖金未用完，则派奖时间顺延至 1 亿元用完后次日停止。
派奖活动期间，三同号单选奖金由 240 元增加至 300 元；三同号通选
奖金由 40 元增加至 50 元；二同号单选奖金由 80 元增加至 100 元；二同
号复选奖金由 15 元增加至 19 元； 三不同号奖金由 40 元增加至 50 元；二
不同号奖金由 8 元增加至 10 元；三连号通选奖金由 10 元增加至 12 元；和
值 4、17 奖金由 80 元增加至 100 元； 和值 5、16 奖金由 40 元增加至 50
元；和值 6、15 奖金由 25 元增加至 30 元；和值 7、14 奖金由 16 元增加至
20 元；和值 8、13 奖金由 12 元增加至 14 元；和值 9、12 奖金由 10 元增加
至 12 元；和值 10、11 奖金由 9 元增加至 11 元。
“快 3”游戏是一种以 3 个号码（每个号码为 1 至 6 自然数之一）组合为
1 注彩票进行投注，9 分钟销售，1 分钟开奖，每期随机生成三个号码，作为
开奖号码。 此前已陆续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派奖活动，相信这次派奖必将
给江苏彩民带来更大的惊喜和实惠。

福彩双色球

牵
爱

2 元可中 1000 万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13 个 白领、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特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南通人在上海等外地工作的
点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绍 专 业 红 娘 服 务 团 队 大型特色婚恋机构，欢迎咨询
地址：人民中路 95 号纺织大厦 623 室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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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开奖
6 月 5 日 2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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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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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鸿运婚介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创办十多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小石桥红绿灯东 100 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征婚85292569
QQ:1252832854
热线13962983156 15851252008

诚信婚介
推荐榜

情缘婚介 花好月圆婚介
男
男
女
女

33 岁
61 岁
29 岁
29 岁

1.78 米
1.73 米
1.74 米
1.67 米

本科
丧偶
本科
本科

外企管理 稳重
独居 经济条件好
教师 形象好
会计师 文静大方

更俗剧院

地址：工农路 135 号三喜大厦 401

内就可破解你的银行卡！ ”当日，来
自全国35家晚报的老总和编辑记
者，在位于福州滨海新城的360国家
网络安全示范基地参观、体验时，实
地感受到“网络透明人”这一系统
的“陷阱模拟”后，集体“捂紧”了自
己包里的银行卡。
基地展示厅里有“
网络透明人”
“全球网络威胁
“360协同防御系统”
态势感知系统”
“
绵羊墙” 等10个不
同系统的“陷阱模拟”，极其逼真地
展现出最前沿的网络安全技术。
据悉， 黑客将没有安全意识和
自我防护能力的用户称为“绵羊”；
“绵羊墙” 模拟黑客通过钓鱼WIFI
窃取用户个人信息的过程， 让体验
者真实了解网络安全隐患， 提高自
我防护意识， 不做黑客的“待宰羔
羊”。
记者周朝晖

动画片
《哆啦A梦：大雄的金银岛》
阿尔登·埃伦瑞奇主演科幻动作片《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
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爱情喜剧片
《超时空同居》
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科幻动作片 《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

最新演出信息
6 月 7 日 19:30 大型歌舞晚会《放歌长白山》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6 月 15 日 19:30 大型原创魔术儿童剧《萌萌兔—森林奇幻之旅》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6 月 20 日 19:30 舞剧《红高粱》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7 月 7 日 19:30 芭蕾舞剧《白毛女》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成功满意价值服务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85100503 15358777393 短信微信报名：18934533636
地址：人民中路端平桥综合楼 304 室

晚报讯 你有没有想过？ 有
一天你倘若外出， 发现自己的银
行卡就莫名其妙被人破解， 甚至
银行卡内的资金也被人转走？ 这
不是凭空想象， 而是活生生的现
实。6月2日下午，江海晚报记者和
国内媒体同行在福州滨海新城参
观当地一批高新企业时，360国家
网络安全示范基地现场展示的
“
模拟黑客攻击”， 让人有了切身
体验。
据了解，设立在福州的360国
家网络安全示范基地， 将前沿互
动体验技术与网络安全解决方
案、 大数据协同安全技术等多模
块进行融合展示， 实现了网络安
全科普的可视化。“
这是模拟生活
中黑客对银行卡的一种攻击形
式，通过NFC读取设备，在短时间

——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