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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15日电 记者15
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针对日前我
国10名游客在泰国芭堤雅旅游期间遭
遇“黑导游”恐吓、逼迫购物等情况，中泰
双方进行联合查处，目前涉事“黑导游”
李某已被泰国警方逮捕。
据介绍，了解到这一事件后，文化和

旅游部立即责成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从组团社渠道进行调查处理，获取团队
合同、行程信息等相关资料，并启动中泰
旅游市场监管合作协调机制，及时向泰
方通报相关情况，敦促泰方尽快查明事
件真相，严肃处理侵害中国游客合法权
益的涉事企业及个人。
目前，根据中方提供线索，涉事的

“黑导游”李某已被泰国警方逮捕，一同

被逮捕的还有相关旅行社两位泰籍负责
人。
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赴泰旅游人

数持续增长，中国已成为泰国最大客源
国，2017年中国赴泰游客达到980万人
次。为切实保障我游客合法权益，中泰签
订了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监管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建立了两国旅游市场监管合作

协调机制。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拓展旅游市场监管国际合作，加强与相
关国家的旅游信息共享共通，联合整治
出境旅游市场秩序，实现境内境外、组
团社与地接社、目的国与客源国同步查
处不法行为，切实维护我游客的合法权
益。

韩国统一部15日说，韩国和朝鲜定
于16日启动高级别会谈，讨论落实韩国
总统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
晤取得的成果。这将是双方首脑上月底
会晤以来，韩朝政府官员首次举行正式
会谈。

落实双方首脑会晤成果

韩国统一部官员15日说，韩国14
日向朝鲜提议举行高级别会谈，朝鲜15
日上午作出肯定答复。双方一致同意16
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会
谈，推动落实双方首脑会晤成果。
文在寅4月27日与金正恩会晤并

签署《板门店宣言》。双方宣布，为在年内
把朝鲜战争停战协定转换为和平协定、
构建永久巩固的和平机制，将积极推动
韩朝美三方会谈或韩朝美中四方会谈。
宣言承诺，韩朝双方将全面停止“敌

对行为”，加强交流合作，在开城设立南
北共同联络事务所、举行离散家属会面
等活动。
韩朝已确定参加这次高级别会谈的

人员名单。朝鲜将派出5名官员，由祖国
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担任团
长，其他成员包括铁道省副相金润革、体
育省副相元吉宇和民族经济合作委员会
副委员长朴明哲等。
韩国同样派遣5名官员参会，由统

一部长官赵明均担任团长，其他成员包
括国土交通部副长官金正烈、文化体育
观光部副长官卢泰刚和统一部政策室主
任金南中等人。
按韩国媒体的说法，从参会人员阵

容来看，跨境铁路公路项目合作或成为
这次会谈一个主要议题。

离散家属会面是主要议题

韩国统一部15日说，这次高级别会
谈将为双方持续发展和永久和平定下总
体框架，协调立场。会谈结束后，双方将
在各领域启动对话，发展关系。
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告诉媒体记者，

离散家属会面一直是韩朝对话的最重要议
题之一。按韩国媒体的说法，这次高级别会
谈主要议题之一是离散家属会面活动安
排。韩朝首脑会晤时同意，今年8月15日举
办离散家属会面活动。这一活动上次是
2015年10月在朝鲜金刚山景区举行。
韩国媒体推测，双方这次会谈可能

讨论举办“6·15”纪念活动。2000年6
月，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与时
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共同签署《北
南共同宣言》即《6·15共同宣言》。2001
年起，双方每年在金刚山举行纪念活动。
2008年，一名韩国女游客在金刚山遭朝
鲜士兵枪击身亡后，纪念活动2009年起
中断。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5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方对加沙边境
地带暴力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表示
严重关切，反对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
呼吁巴以双方、特别是以方保持克制，
避免局势进一步紧张升级。
陆慷说，耶路撒冷地位和归属问题

高度复杂敏感，是巴以争端的核心问题
之一，牵涉民族、宗教感情。中方一向认
为，应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尽快恢复
巴以和谈，通过对话解决耶路撒冷最终
地位问题。陆慷说，中方愿同国际社会
有关各方一道，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最
终妥善解决作出努力。 据新华社

世界卫生组织１４日发布名为“取
代”的行动指导方案，计划在２０２３年
之前彻底清除全球食品供应链中使用
的人造反式脂肪。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一份声
明中说，世卫组织呼吁各国政府采用“取
代”计划，从食品供应链中彻底清除人造
反式脂肪，这将是“全世界防治心血管疾
病的一次重大胜利”。世卫组织“取代”计
划包括对停用人造反式脂肪进行立法。
国际食品及饮料联合会秘书长里纳尔迪
在世卫组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
组织呼吁全世界食品生产商采取迅速有
效的措施，支持世卫组织关于停用人造
反式脂肪的计划。 据新华社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美韩
关系研究所“北纬38度”网站14日
说，卫星图像显示，朝鲜着手关闭丰
溪里核试验场，已经拆除多座建筑。
“北纬38度”网站当天发布的一
篇分析文章说，商业卫星5月7日拍
摄的图像显示，对比4月20日卫星图
像，核试验场北侧、西侧和南侧坑道
入口外，数座关键的运行保障用建
筑、包括观测所，已经被夷为平地。
连接这几条坑道与相应弃土堆

的轨道已经部分拆除。一些运输试
验物资用的矿车似乎翻倒在地或者
拆解。另外，试验场周围几座小屋和
附属建筑同样拆除。
卫星图像显示，指挥中心、行政办
公楼等主要建筑物以及那几条核试验
坑道的入口仍然保留。朝鲜举行核试
验场废弃仪式时，可能会爆破拆除那
些建筑，炸毁坑道，用水泥封闭坑道入
口。
“北纬38度”网站文章说，朝方
显然开始为废弃仪式做准备，包括
在西侧弃土堆那儿搭起一个平台，
以供摄像和摄影记者拍摄西侧坑道
入口封闭过程。 据新华社

长期腹泻(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有危害
饮酒、喝冷饮、吃火锅、身体受凉、精神紧

张就腹痛难耐，腹泻难忍，这是现代生活中常
见的现象。有时还伴有粘液、脓血，长期服用
抗生素却难以控制病情，腹泻依旧反复，这往
往是慢性腹泻、肠炎所造成的。长期严重腹泻
的患者应及早治疗，避免拖延病情。
慢性腹泻包括：慢性炎症性肠病(小肠、

结肠、直肠粘膜炎症)、功能性腹泻、肠易激
综合症等引起的腹泻，发病主要与免疫功能
失调、肠道炎症、肠运动功能紊乱和肠功能
性障碍有关，如：儿童(老年人)功能性吸收不
良引起的功能性腹泻，或胆囊、胃肠道等消

化道手术后、以及肠易激综合症等疾病，改变
肠道正常运动功能，使肠蠕动加速，处于紧张
状态，一旦受到刺激就容易腹泻。贵州万顺堂
药业生产的安场牌鞣酸苦参碱胶囊，质量标准
起草单位，治疗：急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肠
易激综合症引起的腹泻，加强机体免疫力而抗
菌消炎，不干扰正常肠道菌群，肠道内形成保
护膜，保护肠黏膜，收敛止泻，缓解肠道刺激紧
张应激反应，降低炎症渗透物。老年少儿均可
使用，长期患者应坚持用药，巩固疗效。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1627835
【禁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少数人有头昏、

嗜睡、恶心等症状。请按药品说明
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经销单位：医保城连锁各药店、北
京同仁堂药店等、国风连锁各药店、众生连锁各药
店、成大方圆连锁各药店、利群连锁各药店、丰硕堂
连锁各药店、海王星辰连锁各药店、同方连锁各药
店、一丰堂连锁各药店、春天大药房等、紫光大药房
等、保康大药房等、富康大药房等、李健大药房等、
恒生堂大药房等、鹤春堂大药房等、健联药店等、德
全堂药店等、益瑞堂药店等、益安堂药店等
国药准字H52020688网址：www.gzwst.org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黔药广审(文)第2017050052号

口臭口干是病，早治疗少无奈。
熬夜、烟酒过量、多食辛辣肥腻、工作精

神压力、年老体弱人群可能会产生内热虚火，
热盛而伤阴，阴液虚损则出现：口臭、口苦口
干、胃灼热痛、口腔溃疡、肠燥便秘等症状。
贵州万顺堂药业的高原苗药养阴口香

合剂，国药准字，选用贵州名贵金钗石斛鲜
品入药，从药材源头把关，精选十余味地道
药材而成。
具有三大功能：滋阴生津、清热泻火、行

气消积，治疗：口臭、口苦口干、口腔溃疡、牙
龈肿痛、肠燥便秘、胃灼热痛等症。有糖耐量
异常者代谢功能患者请按说明书【注意事项】
使用。4天一疗程，一般1-2疗程(2-4盒)，重
症加量，延长疗程。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

买和使用。
本品可刷医保卡 经销地址同下

联系电话：
4000809577
18661627835

生产厂家：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网址：
http：//www.gzwst.com
国药准字z20025095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
黔药广审(文)第2017050046号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口臭口苦口干对因治疗是关键 治阴虚郁热养阴口香合剂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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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甲В复方聚维酮碘搽剂治疗灰甲有信心

灰 甲 不 灰 心
治 疗 有 方 法
灰指 (趾)甲是易发性疾病，

在潮湿的环境和季节，不注意个
人卫生或是人为的使指甲表面
组织不断受异物侵蚀破坏，指甲
会愈加脆弱，容易感染或复发。
灰指甲变形、发黑让人难堪，需
要及时治疗，避免传染，引发甲
沟炎、其它部位真菌感染等。灰
指甲顽固难治，患者选药，要认
准国家批准正规产品。
您有灰指甲，请别灰心！贵州

万顺堂药业是GMP制药企业，
生产的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
--国药准字产品，用于甲癣、手
癣、足癣、体癣、疖等，并发细菌感
染也可使用。对真菌具有杀灭能
力，能软化角质层，有效增强药物
的渗透。使用中涂搽本品于患甲，
不要包扎，保持通风干燥，简单又
方便。每天一次，长效药膜，按疗
程坚持使用有信心。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偶见皮肤刺激如烧灼
感，或过敏反应如皮疹、瘙痒等。

网址：http：//gzwst.com.cn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
黔药广审(文)第2017050048号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2020539
生产厂家：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0809577
1866162783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

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经销单位：医保城连锁各

药店、北京同仁堂药店等、国风
连锁各药店、众生连锁各药店、
成大方圆连锁各药店、利群连
锁各药店、丰硕堂连锁各药店、
海王星辰连锁各药店、同方连
锁各药店、一丰堂连锁各药店、
春天大药房等、紫光大药房等、
保康大药房等、富康大药房等、
李健大药房等、恒生堂大药房
等、鹤春堂大药房等、健联药店
等、德全堂药店等、益瑞堂药店
等、益安堂药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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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中国游客购物，3人被泰方逮捕
中泰联合查处“黑导游”，将继续拓展旅游市场监管国际合作

韩朝今在板门店开启高级别会谈
讨论落实文在寅与金正恩会晤取得的成果

中方呼吁巴以
特别是以方保持克制

世卫计划５年内
全球停用人造反式脂肪

■相关新闻
美智库说朝鲜核试验场
已经拆除多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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