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新闻链接

延伸阅读

大事件 2018年6月12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陈海冰B03

这是新加坡圣淘沙岛。 新华社发

朝核问题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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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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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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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0月9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一
次地下核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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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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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首尔6月11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闫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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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美领导人今日新加坡会晤
这将是历史上两国在任领导人首次会面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12
日在新加坡圣淘沙岛上的嘉佩
乐酒店举行会晤。这将是历史
上朝美在任领导人首次会面。

各国专家认为，即将举行
的此次会晤，有助于推动对话
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但朝美之
间弥合分歧和建立互信的过程
难以一蹴而就，解决半岛问题
还需各方继续相向而行。

朝美会晤倒计时 最后一刻再磋商
朝鲜媒体11日首次提及朝鲜和美国领导人会晤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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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近两年来
朝鲜与美国关系
大事记
2017年1月20日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特朗
普上台后不久就宣布结束奥巴马
政府的“战略忍耐”对朝政策，改
而实行“极限施压”政策，引发朝
美“斗狠”口水仗。

2017年6月12日

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
尹汝尚（英文姓名约瑟夫·尹）和两
名美方医生抵达平壤，探视被朝鲜
关押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13
日，已经陷入昏迷的瓦姆比尔获释
并返回美国。19日，瓦姆比尔家人
宣布瓦姆比尔死亡。8月2日，美国
国务院宣布限制美国公民前往朝
鲜。

2017年9月3日

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次
日，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散发
了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决议于11
日得到通过。

2017年11月20日

特朗普宣布将朝鲜重新列入
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
单，随后美财政部宣布了更多对
朝制裁措施。

2018年2月10日

率团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开
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原计划会
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
部长金与正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
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但朝方
在会见前取消了计划。

2018年2月23日

特朗普宣布将对朝鲜实施“史
上最重”制裁。美国财政部当天宣
布针对 56 个涉朝实体和个人实施
制裁。

2018年3月8日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
室长郑义溶在访美期间表示，金正
恩请韩方向美方转达他希望尽快与
特朗普见面的意愿。特朗普表示接
受金正恩的邀请。

2018年4月18日

特朗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
局长蓬佩奥不久前曾前往朝鲜，
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
面“非常顺利”。

2018年5月9日

蓬佩奥作为美国新任国务卿前
往朝鲜，与朝方磋商美朝领导人会
晤事宜。金正恩当天会见蓬佩奥。
同日，朝方释放了 3 名遭关押的美
国公民。

2018年5月10日

特朗普宣布，他与金正恩的会
晤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2018年5月24日

特朗普在给金正恩的一封公
开信里宣布，因朝鲜最近流露出

“极大的愤怒和露骨的敌意”，取消
6月12日的新加坡会晤。朝方回应
表示，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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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26日

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
门店举行会晤，双方均表示希望美
朝领导人会晤能于6月12日在新加
坡举行。特朗普当天也表示，期待
他与金正恩的会晤如期举行。

2018年5月27日起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前驻韩
国大使金成与朝鲜外务省副相崔
善姬分别率团连日在板门店举行
会谈，就无核化方案及与之相应
的体制安全保障方案进行协调。
29 日起，双方高级别官员在新加
坡讨论会晤日程、场所、礼宾、警
卫等事宜。

2018年5月29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
员长金英哲赴美，30 日至 31 日与
蓬佩奥在纽约会面。6 月 1 日，特
朗普在白宫会见金英哲后宣布，
美朝领导人会晤将如期于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举行。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希望会晤顺利举行
并取得积极成果

中方

朝鲜和美国对此次会晤都做了充分准
备。不少专家指出，特朗普一度宣布取消会
晤之后，朝美领导人能最终同意举行会晤，本
身就体现了双方有意愿通过会晤解决现有问
题的共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教授
休·怀特认为，此次会晤虽曾出现波折，但他

对朝美领导人会晤能够举行并达成某种成果
反而感到乐观，“原因在于，双方已经对对方
所持立场有了更加现实的认识”。

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李相
万认为，会晤最终举行，在于双方都有意愿，
也各有所需，朝美双方或许能够就阶段性解
决问题达成一定共识。

李相万指出，朝鲜和美国长期相互敌
对，“而金正恩和特朗普能在同一张桌子前
坐下，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
同样认为，朝美领导人会晤具有重要意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朝美一直处于高度对峙状
态，两国领导人这次决定见面并坐到一起，有

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有积极和建设性
的政治和外交意义。”

阮宗泽还说，双方会晤同样具有实质意
义，即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磋商，同时展望
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在他看来，朝美在无核
化方式上存在分歧，但双方立场并非水火不
容，存在找到“中间地带”并达成妥协的可能。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此次会晤难以一步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解决所有问题。除双
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外，仅凭一次会晤，并
不能使双方立即跨越信任缺乏的鸿沟。他们
呼吁朝美双方以此次会晤为契机，延续对话
势头，进而推动朝鲜半岛走向和平。

“双方虽有疑虑，但必须尝试，因为解决
朝核问题和实现半岛和平的其他选项都不是
好选项。”韩国釜山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

凯利说。
怀特认为，此次会晤，最重要的就是双方

开始讨论。“如果双方能够
在会晤时达成协议或者开
启一个达成协议的进程，我
认为两国可能能够保持这
一势头并使其发挥作用。”

（新华社新加坡6月
11日电）

1 会晤基于共识

2 会晤意义重要

3 会晤开启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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