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兴市滨江镇头圩村紧靠长江岸边堆放的污泥（6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
高敬）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正在 10 省区开展督察。督察组
11 日通报，江苏省泰州市泰兴滨江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在长江岸边违法
倾倒数万吨污泥问题，两年来不仅
没有整改，污泥堆积量反而大幅增
加，给周边环境和长江水质安全带
来巨大威胁。

据悉，2016 年 7 月第一轮中央
环保督察期间，督察组收到多个反
映泰兴滨江污水处理厂违规堆放污
泥的信访举报，并将其作为重点案
件转办地方整改。

2016年泰兴市环保局对滨江污
水处理厂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当
年 8 月 16 日泰州市提交的报告表
示，滨江污水处理厂已停止污泥堆
场的使用，11 月底前启动实施污泥
规范化处置，力争在两年内处置完
毕，且表示在处置过程中，如有堆场
土壤受到影响，将与污泥一并处置。

督察组相关负责人表示，泰州
及泰兴两级政府对督察整改敷衍塞
责，而且变本加厉，对于违规堆存的
污泥不闻不问，至督察“回头看”时
整改仍无实质性开展。

通报指出，当地政府没有将这
一问题纳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方
案，“反馈报告中的承诺成为一纸空
文”。两年来，当地不仅没有按照承
诺进行规范处置，而且放任滨江污
水处理厂继续非法倾倒污泥，致使
污泥堆放量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期
间的2.3万吨增加到约4万吨。

根据通报，督察组6月9日对滨
江污水处理厂堆放污泥的泰兴市滨
江镇头圩村暗访发现，在头圩村紧
靠长江堤东侧，有两个巨大的污泥
堆积池，其中一个堆积池面积接近
足球场大小。南池为水泥砌成，北
池为土堤堆成，堆放的污泥上面仅
简单覆盖一层塑料薄膜，且多有破
损。甚至督察组人员现场检查时，
仍有企业在倾倒污泥。

督察人员现场简单测试显示，
北池中污水 pH 值达到 11 左右。污
泥渗滤液已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几万吨本应纳入危废管理的污泥长
期堆放在长江岸边。

督察组相关负责人表示，督察组
将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同时督促地
方进行整改，并查清责任，形成案卷，
对失职失责的，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环保督察“回头看”点名批评江苏泰兴

长江边倾倒污泥“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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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定于 12 日在新加坡会晤。朝鲜
媒体 11 日首次提及会晤议题：改善朝美关系、建立朝鲜
半岛和平机制、实现半岛无核化。

会晤前一天，美国前驻韩国大使金成和朝鲜外务省副
相崔善姬在新加坡再次磋商，试图在最后一刻缩小分歧。

三大议题
朝鲜中央通讯社 11日一早连发三篇消息，详细报道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10 日为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离开首
都平壤、抵达新加坡和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朝鲜劳
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头两版刊登相关报道，配上16张
照片。

报道提到，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在12
日上午举行“历史性首次会晤和会谈”。

朝鲜媒体通常在金正恩视察、访问、会见等活动结束
后播发报道，提前报道活动行程、尤其是到国外访问，非
常罕见。美联社说，朝媒报道速度之快，可以视为朝方表
露对新加坡会晤将进展顺利的信心。

朝中社说，朝美领导人将在“全世界格外关心和期待
下”会晤，就“顺应时代变化要求建立崭新朝美关系、建立
朝鲜半岛持久巩固的和平机制、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
及其他共同关心的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

会晤筹备期间的交锋中，朝鲜几次重申反对单方面
无核化。路透社报道，依照以往表述，朝中社所提“无核
化”的定义包含美国收回对韩国、日本“核保护伞”。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11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
美方“致力于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朝鲜半岛无核化”。

双方阵容
蓬佩奥陪同特朗普来到新加坡。他从中央情报局局

长转任国务卿前便开始负责会晤筹备，曾两次访问朝鲜。
参加会晤的美方高级官员还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约翰·博尔顿、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白宫新闻
秘书萨拉·桑德斯。

作为“鹰派”，博尔顿先前要求朝鲜按照“利比亚模
式”弃核，惹恼朝方，按照路透社的说法，险些让会晤“脱
轨”。

特朗普上周说，美朝领导人会晤将有助于形成“良好
关系”并启动“最终达成交易”的“进程”。不过，启程前往
新加坡时，特朗普说，会晤是和平的“一次性机会”，他第
一时间就会知道会晤能否达成协议，“如果我知道谈不
成，就不会浪费时间”。

10日下午抵达新加坡后，特朗普回答媒体提问时说，
对会晤即将举行感觉“非常好”。

朝鲜方面，多名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国务委员
会成员陪同金正恩前往，包括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兼统
一战线部长金英哲，分管国际事务的副委员长、前外务相
李洙墉，外务相李勇浩，人民武力相努光铁，党中央第一
副部长、金正恩的胞妹金与正。

金英哲曾任朝鲜人民军侦察总局局长，与蓬佩奥
“对接”美朝会晤前期磋商。本月 1日，作为 18年来访问
美国的最高级别朝方官员，金英哲到白宫拜会特朗
普，会晤重回正轨。

最后努力
朝方代表团下榻瑞吉酒店，距离特朗普一行所住香

格里拉酒店大约5分钟车程。
特朗普 11 日会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韩国媒体报

道，金正恩当天没有外出安排，可能在酒店专心“备战”。
崔善姬和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前驻韩大使金成当天

上午10时率队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继续工作层面磋商。
两人各自率领工作组5月27日至6月6日在板门店6

次会面，讨论无核化方案、美方对朝方安全保证等会晤内
容。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说，11日磋商显然是
作最后努力，说明双方前期磋商就弥合无核化界定等分
歧进展不大。

据韩联社报道，尽管时间有限，崔善姬和金成仍将努
力就无核化方式、时间表等缩小分歧。一些分析师猜测，
为使美朝领导人会晤发表一份成果性文件，双方正就措
辞字斟句酌。

不过，韩国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说，相比工作层面
磋商安排好一切、两国领导人只需签署声明，会晤结果
更可能由特朗普和金正恩“面对面坦率对话”的“最后谈
判”决定。

按照一名美方官员的说法，特朗普带着“乐观感觉”
和同等的“怀疑态度”来到新加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都不会吃惊。”

12 日上午 9 时，特朗普和金正恩将在圣淘沙岛嘉佩
乐酒店开始会晤。 （新华社特稿）

美朝会晤倒计时 最后一刻再磋商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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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根据
卫星资料怀疑朝鲜开发核武器，
要求对朝鲜的核设施实行检查，
朝鲜则宣布无意也无力开发核
武器，从而引发了第一次朝鲜半
岛核危机。

经过一年半的艰苦谈判，朝
美于 1994 年 10 月签订日内瓦核
框架协议，解决了核争端。根据
这一协议，朝鲜冻结其核设施，
美国牵头成立朝鲜半岛能源开
发组织负责为朝鲜建造轻水反
应堆，并提供重油，以弥补朝鲜
停止核能计划造成的电力损
失。但朝鲜核问题并未就此了
结，朝美围绕核问题时有争端。

2001 年初小布什政府上台
后，宣布调整克林顿政府后期相
对缓和的对朝政策，进而宣称朝
鲜为“邪恶轴心”国家，威胁对朝
鲜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与此
同时，朝美就朝鲜接受国际原子
能机构特别核查问题再起龃龉。

2002 年 10 月，美国总统特
使、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平壤
后，美国宣布朝鲜“已承认”铀浓
缩计划，并指控朝鲜正在开发核
武器。朝鲜则表示，朝鲜“有权
开发核武器和比核武器更厉害
的武器”。同年 12 月，美国以朝
鲜违反《朝美核框架协议》为由
停止向朝提供重油。

2003年 1月 10日，朝鲜宣布
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斡旋下，2003年8月27日至29日，

中国、朝鲜、美国、韩国、俄罗斯和日
本在北京举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2005年 9月 19日，第四轮六
方会谈经过两个阶段的艰苦谈
判，与会六方一致通过了六方会
谈启动以来的首份共同声明：朝
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
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美方确认，美国在朝鲜
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武器
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朝
方声明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
利，其他各方对此表示尊重。

在第四轮六方会谈结束不久，
美国以朝鲜涉嫌“伪造美元”等为
由，宣布对朝鲜实施“金融制裁”。

2005年11月，第五轮六方会
谈第一阶段会议在北京举行，会
议最终达成具有指导意义的《主
席声明》。各方重申将根据“承诺
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全面履
行共同声明，早日实现朝鲜半岛
无核化目标，维护朝鲜半岛及东
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此后，朝美双方围绕“金融
制裁”、导弹试射等问题反复进
行针锋相对的对抗。

2006年 10月 9日，朝鲜宣布
成功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

2007年 2月 13日，朝核问题
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
通过《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
共同文件。同年 7 月，朝鲜关闭
并封存宁边核设施。10 月 3 日，
朝核问题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
阶段会议通过《落实共同声明第二

阶段行动》共同文件。根据这一文
件，美国和朝鲜同意继续致力于改
善双边关系，向实现建立全面外交
关系迈进。11月，朝鲜开始对宁
边 3 个核设施实行“去功能化”。
后因朝美在核计划申报问题上产
生分歧，文件未能得到有效落实。

2009 年 4 月，朝鲜宣布退出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恢复已去
功能化的核设施。

2006年10月9日至2017年9
月 3日，朝鲜共进行 6次核试验，
并多次试射弹道导弹。其间，联
合国安理会通过多项决议，谴责
朝鲜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要
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并决定对朝鲜实施制裁。

2018年 4月 20日，朝鲜劳动
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决定，自次日起中止核试
验与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并废弃
北部核试验场。

4 月 27 日，韩国总统文在寅
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
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首
次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言》，宣
布双方将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和停和机制转换而努力。

5 月 24 日，朝鲜在咸镜北道
吉州郡的丰溪里核试验场对多
条坑道和附属设施进行爆破，并
宣布正式废弃这座核试验场。

（新华社首尔6月11日电）

探访朝美领导人会晤地点——新加坡嘉佩乐酒店
这是6月6日用鱼眼镜头拍摄的新加坡圣淘沙岛。按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

员长金正恩将于6月12日在圣淘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举行会晤。 新华社发

外交部：

衷心希望朝美领导人会晤顺利举行并取得积极成果

朝核问题的由来

新闻背景

每天直播3小时，1个月到手过万元
——部分音频直播平台涉黄调查

监管之下，视频直播平台涉黄现象得
到了有效遏制。但记者调查发现，直播平
台涉黄近期又有新变种，开始向音频直播
平台蔓延。

音频直播平台暗藏“特殊服务”
“哪位小哥哥帮我把礼物刷到 3

万点就‘开车’。”记者在一个名为陪
我的音频直播平台里发现，有主播通
过电台功能公开进行有挑逗性内容
的音频直播。过程中，主播不断怂恿
收听者“刷礼物”。短短几分钟，主播
就进账超过 1000 元的“打赏”。在线
收听人数有3400多人。

在一些音频直播平台，“磕炮”
“开车”“磕泡泡”等是提供涉黄语音
服务的代名词。

一名提供此类音频直播服务的
主播告诉记者，电台里公开“磕炮”是
为了聚人气，收入主要来源还是一对
一“私聊”，一般 20 分钟要价 50 元，用
户也可“订制服务”，但价格更高。

“平台抽成超过一半，每天直播 3
小时左右，1 个月到手过万元问题不
大。”该主播说。

除此之外，记者在多个音频直播
平台发现，涉黄音频直播常常打着

“交友”“脱单”的幌子。
在 Hello 音频直播平台的某个交

友直播房间内，房主告诉记者，只要
支付一定的房费后，房内在线的 8 名
女性主播可以“任意带走一个”，私下
进行有偿音视频服务。

此前，有媒体报道荔枝电台等音
频平台出现教授如何“磕炮”的语音片
段、“打色情擦边球”的广播剧等低俗
内容。对此，荔枝音频平台表示，将

“严厉打击涉及未成年人的低俗节目
内容”，并对 ASMR（注：“自发性知觉
经络反应”，通过各类模拟音效缓解人
的精神压力）类节目进行全面整改。

腾讯 QQ 安全团队也发布公告
称，近期接到举报，有部分未成年人
通过网络平台，以文字、语音等方式
进行带有“性挑逗”的不良行为。排
查出涉及相关不良行为QQ群 280多
个，涉及群主及管理员账号合计 600
多个，已全部进行封停处理。

“每天演戏就行，比视频（直播）
轻松，不用化妆、挑衣服、选背景。”一
个19岁的女主播告诉记者，自己利用
闲散的时间提供此类服务，1 个月就
能赚数千元“零花钱”，收听者主要以
年轻人为主。

Hello 音频直播平台相关负责人
在给记者的回复中表示，其用户来源
90％是大学生和刚进入社会工作的
年轻人。

记者在手机市场中搜索“语音聊
天”，下载了 18款语音交友APP，发现
没有一款需要实名认证，大部分 APP
甚至无须手机注册，直接绑定 QQ 或
微信即可登录。

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
授裴谕新认为，涉黄音频直播影响和
危害最大的还是未成年人。

“相关音频提供方因为利益的诱
惑，容易把目标群体扩大到未成年人

身上。再加上处在青春发育期，未成
年人更容易被诱惑，也更容易成为被
牟取暴利的弱势群体。”裴谕新表达
了自己的担忧。

面对五花八门的音频直播，平台
如何监管？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对音频直
播平台的监管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实
现。”科大讯飞研究院院长胡国平说。

但胡国平认为，这需要两个前
提，一是人工智能在“遇见”涉黄音频
的时候能够自动识别。目前，相关技
术已经成熟。其次，平台能否合作，
愿不愿意接入数据流。如果数据流
加密或经过处理，监管就无法实现。

“当前，大平台违规现象较少，但
大量小平台合作动力又不足。除了
单独开发监管系统费用高昂的原因
外，这也涉及平台的营利。”胡国平
说。 （据新华社上海6月11日电）

谨防涉黄网络音频向未成年人伸出“黑手”

近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约
谈多家网站，要求各平台大力清理涉
色情低俗问题的 ASMR（中文译称

“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主要产品为
声音内容，用于放松、助眠）内容，加
强对相关内容的监管和审核。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创
新产品不断涌现。涉黄音频也借机
披上网络的“伪装衣”，相当数量的具
有强烈性暗示的音视频、图片打着
ASMR 幌子，借助网络平台传播低俗
甚至淫秽色情内容。调查发现，音频
直播平台涉黄并非个案，“主播”和购
买者以年轻人居多。当海量的音频
通过网络凶猛“漫灌”进未成年人的
世界，如何为他们单纯美好的心灵设
置安全屏障？这就需要政府、企业、
平台联手多建几道“安全筛”。

网 络“ 新 领 域 ”绝 非“ 法 外 之

地”。网络音频不能逾越道德的边界
和法律的红线。第一道“筛子”就是
网络音频平台拥有者和内容生产者
对道德法纪的敬畏。如此，“筛”出的
内容才不会“变质”。

其次，面对网络涉黄音频，平
台、研发企业、监管部门需通力合
作，在落实网络实名制、加强网络巡
查等的同时，探索建立可复制推广
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智能监管
系统等手段。

在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面前，任
何披着“伪装”的涉黄内容都要严厉
打击，严肃追究违法违规者责任。

只有把“筛子眼”织得越细密，
“摇筛子”的手法越“稳”“狠”“准”，监
管的“筛子”才能“用得好”，才能更精
准地去除“糟粕”。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新华时评

打击涉黄音频需多建几道“安全筛”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11 日，
公安部发布 A 级通缉令，公开通缉
第三批 10 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
员。被通缉的 10 名在逃人员是：刘
邦强、徐道银、张恒、吴光成、范党
辉、马卫国、房国利、关金岗、王建
韬、韩万里。

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
民群众提供有关线索，同时检举、揭发
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以及盗窃、倒
卖文物等犯罪活动。发现有关情况，
请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对提供线
索的举报人以及检举、揭发有功人员，
公安机关将给予奖励。

公安部公开通缉十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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