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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特使团5日赴朝鲜，为两国首脑本月再次会晤“打前站”，磋商具体日程安排和会谈议题。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由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
长郑义溶率领的访朝特使团当天抵达平壤后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会谈，并向金正恩转交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亲笔信。

韩联社报道，此举有望打破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上月取消访朝后造成的僵局。如果安排妥当，金正恩和文在寅定于本月实现第三次会晤。

与金正恩会谈
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特使团5

日上午7时40分许从位于京畿道城
南市的首尔机场启程，9时许抵达朝
鲜首都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受到朝鲜
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及
统一战线部相关人士迎接。特使团随
后前往高丽酒店，会晤朝鲜劳动党中
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部长
金英哲、李善权等人。

大约10时22分，特使团前往别
处，继续会晤朝方人员。韩国总统府
青瓦台当天晚些时候发布声明，说与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会谈，
并把一封文在寅的亲笔信交给他。

韩方特使团由青瓦台国家安保室
室长郑义溶带队，其余4名成员是国
家情报院院长徐薰、国家情报院第二
次长金相均、统一部次官千海成、青瓦
台国政状况室室长尹建永，另外有6
名随行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韩方派遣特使团
3月5日至6日赴朝“打前站”，促成文
在寅与金正恩4月27日首次会晤，当
时韩方特使团同样由上述五人组成。

本月首脑会晤
朝韩上月13日在板门店举行的

高级别会谈中商定，9月在平壤再次举

行双方首脑会晤。韩联社报道，韩方特
使团可能向朝方提议9月第三周在平
壤举行为期三天的首脑会晤。

如果成行，这将是文在寅与金正恩
的第三次会晤。两人4月27日在板门
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会晤，签署

《板门店宣言》；5月26日在板门店朝方
一侧的“统一阁”第二次会晤，就履行
《板门店宣言》、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
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等议题交换意见。

韩方特使团启程前一天、即4日，
文在寅召开外交安全会议，与5名特使

团成员、外长、防长、统一部长官以及青
瓦台国家安保室人员商议访朝事宜。

另外，美国白宫和韩国青瓦台分
别证实，文在寅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4日通电话，谈及韩方特使团访
朝事宜，商定两人本月晚些时候在纽

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文在寅
告诉特朗普，韩方将向美方通报特使
团在朝鲜的碰面情况。

朝方称美国添乱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上月取消访朝后，半岛无核
化谈判陷入僵局，而这次韩方特使团
访朝有助于打破这种局面。

郑义溶4日告诉媒体记者，他将向
朝方传达美国相关立场，“我们一直与美
国保持密切沟通，也与美方分享韩方特
使团访朝的有关信息，随时加以商讨”。

按照这名首席特使的说法，“当前
是构建半岛和平机制的重要时期，半岛
和平与半岛完全无核化要齐头并进”。

朝鲜《劳动新闻》4日发表文章，
批评美国改变此前积极支持北南关系
改善的态度，认为美国阻碍北南关系
改善的做法是“自毁前程的愚蠢行
径”。文章说，美国政府不久前还对
《板门店宣言》表示支持并由朝美新加
坡联合声明予以再次确认，但后来对
改善朝韩关系一事“散发出凉意”，对
设立北南共同联络事务所、北南铁路
连接、北南公路现代化和重新启动开
城工业园及金刚山旅游等事宜说三道
四，甚至对已决定举行的朝韩首脑会
晤表示不满。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韩总统特使团赴朝“打前站”
向金正恩转交了文在寅的亲笔信

新华社华盛顿9月4日电（记者
朱东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日和土
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通电话，双方认
为叙利亚政府军在伊德利卜省的任何
军事进攻都“不可接受”。

美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当天发表
声明说，蓬佩奥和恰武什奥卢讨论了
叙利亚局势，认为叙政府的军事行动
是对当前冲突的“悍然升级”。

伊德利卜省位于叙利亚西北部，
由叙反对派武装以及极端组织控制。
目前，叙政府军正在为收复这片地区
进行战前准备。白宫4日早些时候发
表声明称，美国正密切监视叙利亚伊
德利卜省的情况，如果叙政府“再次选
择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及其盟国将
迅速而恰当地作出回应”。

此外，蓬佩奥在电话中强调，土耳
其能否释放被拘禁的美籍牧师布伦森
对两国关系非常重要。双方承诺，继
续就解决这一问题和其他双边关系问
题开展对话。

美、土称

叙政府在伊德利卜的
军事行动“不可接受”

新华社华盛顿9月4日电（记者
朱东阳）美国白宫4日发表声明称，如
果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及
其盟国将“迅速而恰当地”作出回应。

白宫声明说，美国正密切监视叙
利亚伊德利卜省的情况。声明说，如
果叙利亚政府“再次选择使用化学武
器”，“美国及其盟国将迅速而恰当地
作出回应”。

伊德利卜省位于叙利亚西北部，
由叙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控制，目
前叙政府军正在为收复这片地区进行
战前准备。

今年8月21日，美国、英国和法
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严重”关切叙
政府军在伊德利卜省可能采取的军事
行动。美英法三国还警告，若叙政府
有使用化学武器的任何行为，它们都
将作出“适当”回应。

叙利亚官方媒体22日报道，叙
方强烈谴责美英法三方有关化学武
器袭击的联合声明，称声明是“对恐
怖分子武装的持续支持”。报道援引
叙外交部消息人士的话强调，叙利亚
不拥有化武。

今年4月7日，叙利亚首都大马
士革东古塔地区的杜马镇
据称发生“化武袭击”事
件。美国联合英国、法国
对叙利亚军事设施进行

“精准打击”。

白宫称

如叙政府使用化武
美将迅速作出回应

联合国特使将与多国代表就叙问题举行会谈

叙利亚

据联合国调查，伊德利卜省原有300万人
口中半数已经逃离家园，迁往其他地区。

俄、叙政府说，伊德利卜的反叛武装企图
假冒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当地民众，以
嫁祸政府军和俄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3日晚警告巴沙尔政府及其盟友不要“鲁莽”进
攻伊德利卜，否则美军将出手干预。

特朗普先前以巴沙尔政府用化武攻击平
民为由，两次下令美军对叙境内目标发动空
袭。叙、俄指责美国捏造证据、为侵略找借口。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4日晚替特朗普
“解释”：“（打击恐怖主义）不该让这些无辜平

民的生命陷入危险、制造人道主义危
机，（特朗普）总统昨晚所说意思

是我们乐意为打击这个

地区的恐怖主义努力……我们希望可以用外
交途径解决。”

联合国层面，本月将主导数场多方会谈，
以推动结束叙利亚冲突。联合国叙利亚问题
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4日说，他与俄、土、伊
三方代表定于9月10日至11日会晤，9月14
日邀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埃及、沙特、约
旦等国家代表会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定于9
月20日召开叙利亚局势专题讨论会。

联合国牵头的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上
一轮会谈去年年底无果而终。德米斯图拉说
他无法预测最新一轮会谈能否为缓解冲突找
到出路，但希望与俄、土、伊三方商谈能让伊德
利卜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伊德利卜战事升级，可能加剧叙政府与土耳
其冲突。路透社报道，土耳其军队沿伊德利卜
省战事前线设立多处观察站，作为“威慑”，防

止战火蔓延至土方境内。土耳其《自由报》报
道，土军正往这些观察站部署美制M60型主
战坦克。

《自由报》援引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埃尔多安
的话报道：“伊德利卜局势对土耳其而言至关重
要……这个地区如果受到导弹轰炸，将发生严重
屠杀。”

埃尔多安说，他希望本周三方峰会谈出“积极”
成果，“希望能够阻止叙利亚政府在这个（伊德利
卜）地区采取极端行动”。

埃尔多安与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伊朗
总统哈桑·鲁哈尼定于9月7日在伊朗首都德黑

兰商讨叙利亚局势。埃尔多安说，这是三方“阿
斯塔纳和谈”的延续。后者已取代联合国牵头的
日内瓦和谈，实际成为叙利亚问题和平谈判的主
导机制。

埃尔多安担心伊德利卜战事会让大批难民
涌入土方境内，希望经由谈判达成协议、防止难
民潮，“土俄合作现在尤为重要”。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4日
说，土方正与俄方商讨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以求打击伊德利卜的恐怖分子，同时避免大规模
战事。土方政府上周把“解放叙利亚”联盟列为
恐怖组织。

路透社以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
观察组织”和叙反叛武装为消息源报道，叙利
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政府和俄罗斯4
日派战机轰炸伊德利卜省西郊，致使13名平
民伤亡。

叙军方指认以色列战机当天向境内多个目
标发射导弹，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

叙民族和解事务部部长阿里·海德尔告诉俄
罗斯卫星通讯社，要夺回伊德利卜，“目前为止，
军事行动比和解可能性更高”。叙政府所说“和

解”通常指借助谈判说服反叛武装缴械。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4

日说，伊德利卜省是“恐怖主义巢穴”，“我们知道
叙利亚武装部队已准备解决这一问题”。

叙政府的另一主要盟友伊朗政府发声应
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希告诉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伊德利卜省的）恐怖
组织成员混在百姓中间，他们把民众当成人体盾
牌。”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4

日访问叙利亚时告诉伊朗媒体，伊朗方面“力求
以最少的人员伤亡代价将恐怖分子赶出伊德利
卜”。

反叛武装2015年从政府军手里夺取伊德利
卜省及周边地区，现在主要由“解放叙利亚”联盟
控制，领头的组织名为“征服叙利亚阵线”，原名

“努斯拉阵线”，曾是“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
2016年宣布改名并脱离“基地”。联合国认定它
和“基地”同为恐怖组织，估计这两个组织在伊德
利卜省共有1万名武装人员。

叙利亚政府军加紧在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军事部署，准备收复反叛武装最后一个主要盘踞地
区。西方媒体报道，叙政府战机4日轰炸这一地区。

另一方面，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9月10日和11日，他
将与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这三个有关叙利亚问题的阿斯塔纳和谈主导国举行会谈。随后，他将于
9月14日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埃及、沙特、约旦等国代表举行进一步的会谈。随后，联合国安
理会还将于9月20日举行会议，就叙利亚局势进行专题讨论。

9月4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阿里夫·阿
尔维（中）抵达议会参加选举。

巴基斯坦4日举行总统选举。据当地媒体报
道，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的正义运动党总统候选
人阿里夫·阿尔维以较大优势赢得选举。 新华社发

阿里夫·阿尔维赢得
巴基斯坦总统选举

9月5日，在法国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右
三）在内阁会议上讲话。

法国总统府4日宣布，法国内阁当日完成小幅
调整，国民议会议长弗朗索瓦·德吕吉和游泳运动员
出身的罗克萨娜·默勒奇内亚努分别出任新的生态
转型与团结部长和体育部长。 新华社/法新

法国内阁更换两名部长

9月4日，在美国华盛顿，布雷特·卡瓦诺出
席听证会。

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4日开始就布雷
特·卡瓦诺能否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举行听
证会，其间数十名反对者进入会场，反对卡瓦诺担
任大法官。 新华社/法新

美国会在抗议声中举行大法官听证会

这是9月4日拍摄的安哥拉西南部纳米贝省
莫桑梅德斯铁路上两列火车相撞的事故现场。

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4日说，安哥拉西南部
纳米贝省当天发生一起列车相撞事故，两名从事
铁路维护工作的中国公民在事故中遇难。使馆
已启动应急机制，处理善后事宜。纳米贝省官员
4日证实，该省比巴拉市当天发生的列车相撞事
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12人受伤，一些伤者伤势
严重，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 新华社发

安哥拉列车相撞事故中
有两名中国公民遇难

9月4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科
利亚季奇货运站，一列搭载着白俄罗斯奶制品的
集装箱班列出发，前往中国重庆。

白俄罗斯首列搭载奶制品的集装箱班列4日从
明斯克郊区的科利亚季奇货运站出发，前往中国重
庆。据介绍，此次集装箱班列共有41个集装箱，其
中20个集装箱装载白俄罗斯产脱脂奶粉。班列将
于10天后抵达目的地，比海路运输节省约一个月时
间。白俄罗斯计划不断提高对华出口奶制品集装箱
发送量，逐渐提高到每月100个集装箱。 新华社发

白俄罗斯奶制品
首次经集装箱班列发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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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解决”“和解”通常指借助谈判说服反叛武装缴械

争取“合作” 土为防难民潮希望经由谈判达成协议

寄望“会谈” 联合国出面主导数场多方会谈

边谈边打

⬅ 9月4日，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表示，他已
邀请多国代表于本月中旬在日内瓦围绕组建叙宪法委员会问题
进行会谈。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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