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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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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河内2月26日电 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6日抵达越
南，将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
河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据越通社报道，金正恩乘坐的火
车当地时间26日上午抵达越南北部
谅山省同登火车站，多名越南官员和
大量当地民众到火车站迎接。直播
视频画面显示，金正恩随后乘轿车离
开车站。

朝中社说，应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阮富仲邀请，金正恩将对越
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金正恩特朗普分别抵达越南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
侯晓晨）对于即将举行的朝美领导
人第二次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希望在河
内举行的会晤能够取得成功。

陆慷说，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

主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实现半
岛无核化；第二，实现和维护半岛持
久和平与稳定，进而实现东北亚地
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他说，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朝
美作为关键当事方，应在相互尊重

基础上，切实采取措施，充分考虑
和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相向而
行，共同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持久
和平稳定作出努力。“我们很高兴，
事态是朝着中方所主张和所希望的
方向在发展，这就是中方一直以来

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也会继续发挥
这样的作用。”

陆慷说，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
晤在河内举行，不光是中方，实际上
国际社会各方都希望朝美双方能在
已有基础上，围绕实现半岛无核化

和半岛和平稳定，继续往前迈出更
多实质性步伐。

陆慷表示，越南政府和人民
对这次会晤也做了很多精心准
备，“我们希望会晤成果不负这样
的准备。”

从意愿到行动
朝美相向而行是关键

本月 27 日至 28 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在越南
河内举行会晤。外界期待双方能够缩
小分歧、扩大共识，就推动实现朝鲜半
岛无核化与半岛持久和平、改善美朝关
系等问题取得新突破。

去年6月12日，两国领导人在新加
坡实现了朝美在任领导人历史上首次
会晤。双方宣布将努力“建立新的朝美
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
平机制”。特朗普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
保障，金正恩重申对“朝鲜半岛完全无
核化”的承诺。

众所周知，半岛核问题的关键是朝
美矛盾，而朝美关系的症结在于互信匮
乏。去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半岛持
续已久的紧张局势出现重大转圜。如
果说新加坡会晤让敌对了近70年的朝
美双方展现出平等相待、坦诚对话的意
愿，那么河内会晤则为双方进一步以行
动践行承诺提供了重要契机。

从新加坡到河内，为落实朝美领导
人首次会晤达成的成果，两国高级别官
员频频互动，但因在无核化步骤、解除
对朝制裁和签署终战宣言等议题上存
在分歧，对话一度陷入停滞。

朝鲜已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推动
朝美关系缓和，如释放扣押的美国公
民、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移交美军士
兵遗骸等，并明确表示如果美方做出相
应行动，朝鲜会采取更多措施，如永久
废弃宁边核设施等。但迄今朝方的行
动并未换得美方对等回应，给朝美间的
良性互动蒙上阴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朝鲜半岛
无核化不会一蹴而就，中方主张分阶
段、同步走、一揽子解决的推进思路是
考虑各方诉求的建设性倡议。唯有朝
美双方以善意回应善意，以行动对应行
动，将承诺化为实质举措，才可能在和
平解决朝核问题、建立新的美朝关系道
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珍惜并保持当前朝美对话势头、将
合作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始终是正确的
前进方向。美朝应秉持诚意、相向而行，
以一步步切实措施积累信任、消弭猜疑，
为持续推动半岛和平进程取得新进展，
为加快促进半岛和平繁荣注入新动力。

（新华社河内2月26日电）

中国外交部：

希望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取得成功

近30年朝核问题及其重要节点回顾
新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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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美签订日内瓦核框架
协议。根据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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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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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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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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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宣布成
功进行了一次地
下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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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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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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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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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先后共进行 6
次核试验，并多次试射弹
道导弹。其间，联合国安
理会通过多项决议予以
谴责，并决定对朝鲜实施
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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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首尔2月26日电 制图/孙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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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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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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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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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0月9日至2017年9月3日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
门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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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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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
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美朝在
任领导人历史上首次会晤
并签署联合声明。金正恩
重申对“朝鲜半岛完全无核
化”的承诺，特朗普承诺为
朝鲜提供安全保障。但双
方在弃核步骤及方式、解除
制裁等问题上仍存分歧。

文在寅与金正恩在平壤签署
《9月平壤共同宣言》。朝方表示，
如果美国根据6月12日签署的朝
美联合声明的精神采取相应措
施，朝鲜有意采取诸如永久废弃
宁边核设施等追加措施。朝方还
说将首先在相关国家专家的参与
下永久废弃东仓里导弹发射台和
发动机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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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发表新年
贺词，重申要坚定不移
地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表示随时准备和特
朗普再次会谈。2月8
日，特朗普宣布，他与
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
将于2月27日至28日
在越南河内举行。

特
朗
普

金
正
恩

欧洲联盟 25 日敦促国际社会
避免以任何形式军事干预委内瑞拉
局势。

态度明确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

代丽卡·莫盖里尼的发言人马娅·科齐
扬契奇25日在欧盟总部告诉媒体记
者：“我们必须避免军事干预。”

“依我们的观点，”莫盖里尼说，
“极其明确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
政治和民主解决方案，一个由委内瑞

拉自己把握的危机化解方案。”
“显而易见，这不包括动用武力。”
欧盟上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召开外交部长会议，就反对军事干预
委内瑞拉局势达成一致立场。

西班牙外交大臣何塞·博雷利24
日说：“我们已经明确警告，我们不会
支持，而且还会坚决谴责任何外国军
事干预。”

制裁为先
德国政府副发言人乌尔里克·德

默尔25日在柏林说，德国支持对委内
瑞拉现政府施加新的制裁，正在与欧
盟成员国磋商。

德默尔说：“欧盟已经针对（委内
瑞拉）政府的某些成员采取措施，我们
支持加大制裁力度。”

委内瑞拉陷入政治困局。控制议
会的反对派要求重新举行总统选举，
遭到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领导的政
府拒绝。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1月
23日自封“临时总统”，获得美国和一
些拉丁美洲国家支持。

瓜伊多24日身处哥伦比亚首都
波哥大，准备参加在当地召开的利马
集团会议，与美国等国商议对策。

美国不断加大对委内瑞拉制裁
力度，公开表示不排除军事干预。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24日说，美国
将对委内瑞拉施加更多制裁，同时
施压马杜罗政府放行美国提供的

“人道主义援助”。
马杜罗21日宣布关闭委内瑞拉

与巴西的边界，23日宣布与哥伦比亚
断交。 田野（新华社专特稿）

欧盟明确反对军事干预委内瑞拉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莫盖里尼。

新华社发（艾哈迈德·戈马 摄）

2018年法国有
超过11万人学习汉语

新华社巴黎2月25日电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杨进日前说，在中法良好关系
的推动下，学习中文已逐渐在法国成为一股热潮，
2018年法国有超过11万人学习汉语。

2019年全法留学工作会议23日至24日在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举行。杨进在会议期间
说，汉语已经成为法国继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
意大利语之后排名第五的外语。

十多年来，法国政府陆续在10个学区的46
所中小学开设了中文国际班，这在法国中小学开
设的17种语言的国际班数量中居第三位。

据悉，法国是欧洲较早实行将汉语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并由国家制定教学大纲的国家。目前法
国的16个孔子学院和2个孔子课堂已成为当地
汉语推广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巴西溃坝事故
遇难人数升至179人
仍有131人失踪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2月25日电（记者赵焱
陈威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一废料矿坑发生的
溃坝事故25日已满一个月。据民防部门最新数
据，事故已导致179人死亡，仍有131人失踪。

事故发生一个月来，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遗
体成为当地消防人员和众多志愿者的日常工作。
米纳斯吉拉斯州消防部门发言人帕索斯说，当前
的搜寻行动中投入了更多机械设备。虽然此后找
到遇难者遗体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但目前还没
有计划结束搜寻行动。

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铁矿废料矿坑堤坝1月
25日发生溃坝事故，事发矿坝属于巴西淡水河谷
公司。溃坝后，泥浆顺流而下，摧毁大量沿途建筑
物，造成生命和财产严重受损。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25
日宣布辞职。

扎里夫25日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非
常感谢伟大而勇敢的伊朗人民和伊朗政府同仁过
去67个月里的慷慨大度，“我诚恳地为我无法继
续效力以及任职期间所有的不足表示歉意”。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办公室26日回应外
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前一天宣布辞
职，称他不予接受。

扎里夫是伊朗资深外交官，曾担任伊朗常驻
联合国代表等职务，2013年8月出任伊朗外长。
扎里夫任内代表伊朗参加伊核问题谈判。2015
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
协议，重启对伊制裁。 新华社/法新

伊朗外长扎里夫宣布辞职
总统鲁哈尼拒绝接受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26日电（记者陈文
仙）耶路撒冷地区法院26日接受以色列前能源部
长戈嫩·塞格夫关于其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的认
罪协议，判处塞格夫11年监禁。

以色列总检察长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塞
格夫在认罪协议中承认曾向伊朗情报机构提供
有关以色列安全等方面信息，并经常与伊方相关
人员在伊朗以及其他国家见面。

去年6月，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宣布塞格夫
因涉嫌间谍罪被捕。塞格夫被指在此前6年中为
伊朗情报机构担任间谍，向伊朗提供有关以色列
能源、安全方面信息，包括以色列政治与安全机
构有关官员和建筑物等信息。

今年1月，以色列总检察长办公室在一份报
告中称，塞格夫签署认罪协议，承认犯有“从事严
重间谍活动”和“为敌人提供情报”罪行。总检察
长办公室建议法院判处塞格夫11年监禁。

塞格夫于1995年至1996年出任以色列能源
和基础设施部长，后因走私毒品、欺诈、伪造罪入
狱。2007年结束服刑后，他曾前往尼日利亚生活。

据新华社河内2月26日电 美
国总统特朗普26日晚抵达越南首都
河内，将参加27日至28日在河内举
行的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白宫此前宣布，特朗普和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将于27日晚举行简
短会谈，随后共进晚餐，双方还将于
28日举行会谈。

特朗普还将在27日白天与越南
领导人举行会谈。

特朗普25日启程前往河内前曾
在社交媒体上说，期待这次会晤富有
成效。

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

以色列前能源部长
被判11年监禁

2月26日，在耶路撒冷，戈嫩·塞格夫（中）抵
达地区法院。 新华社/基尼图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