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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2
日在新加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会晤，签署一份联合声
明。特朗普会晤结束后举行记
者会，展示没有体现在文件上
的会晤成果。

特朗普说，他将叫停美韩联
合军事演习，金正恩同意摧毁一
座主要导弹发动机测试场。

【【投桃投桃？】？】

飞离新加坡前，特朗普举行
记者会，介绍与金正恩会晤情况。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说了
一些没有体现在纸面上的情况。

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他将
叫停美韩联合军演，“军事演习非
常昂贵……我认为它极具挑衅性
……旁边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1953 年朝鲜半岛停战以来，
美韩每年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包括春季的“关键决断”“秃鹫”演
习和八九月的“乙支自由卫士”演
习。朝鲜视这类军演为威胁和恐
吓，一直强烈要求美韩停止。

特朗普说，他想要看到驻韩
美军撤离，但那“现在还不属于进
程所谈话题”。

【【报李报李？】？】

特朗普12日下午告诉媒体记
者，金正恩同意，朝鲜半岛无核化
进程“可验证”。

一直以来，美方把朝方“完
全、可验证、不可逆”地放弃核项
目作为解除制裁的前提条件。

特朗普说，金正恩同意摧毁
一处“主要导弹发动机测试场”。

朝鲜方面今年 4 月 21 日宣
布，即日起中止核试验和洲际导
弹试射，废弃北部核试验场。5月
24 日，朝方对北部核试验场多条
坑道及附属设施实施爆破，宣布
正式废弃这座位于咸镜北道吉州
郡丰溪里的核试验场。

【【没变没变？】？】

特朗普向媒体记者介绍会晤
成果后不久，驻韩美军 12 日在一
份声明中说，这支部队没有收到
有关执行或中断军事演习的最新
指示，包括定于8月的“乙支自由
卫士”演习。

“我们将配合韩方伙伴，继续
现有军事姿态，直至我们收到来
自国防部或美国印度洋—太平洋
司令部的最新指示。”

驻韩美军还说，没有收到任
何有关驻军规模变化的指令。

美国自1953年以来一直在韩
国派驻军队。驻韩美军的声明
说：“近些年，驻韩美军的规模
非常稳定。尽管经常援引的数据
是，2.8万人至2.9万人之间，但
实际人数可能少于那些，或者超
过3万人。” 新华社特稿

日本政府官员13日对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声称暂停与韩
国联合军事演习表达关切，而韩
方说需要确认美方真实意图。

日本求日本求““理解理解””

特朗普 12 日在新加坡会晤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随后在
记者会上宣布将暂停美韩联合军
演。

就这一动态，日本防卫大臣
小野寺五典13 日似乎“不解”，说
美韩联合军演和驻韩美军对东亚
地区安全“发挥重要作用”，“我们
将就（暂停军演）在日本、美国和
韩国之间寻求理解”。

按照小野寺的说法，韩美联
合军演是否继续，日方说了不算，
但日方将继续与美方举行联合演
习，同时坚持增强本国防御能力；
日本防卫省力争2023年引进美国
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的计
划没有变化。

他说，日方最终目标是解决
朝鲜核武器和导弹问题以及所谓
朝方“绑架”日本人问题，“我
们将要求朝鲜以看得见的形式改
变政策”。

日本共同社报道，小野寺说，
日方将维持对朝鲜施压力度。

韩国需韩国需““确认确认””

韩联社 12 日晚报道，特朗普
“爆炸性言论”令韩国军方“神经
紧绷”。

就韩美联合军演，韩国内部
意见分化。政治保守派认定这类
演习是韩美同盟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另一种看法是，军演规模和频
率可以调整，以配合为实现朝鲜
半岛和平所作努力。

总统府青瓦台人士当天说，
正分析特朗普所提暂停韩美军演
的真正用意。

韩国国防部官员告诉韩联社
记者，韩美双方没有就停止联合
军演磋商，将经由军事和外交渠
道确认美方意图。

韩国军方上月说，“乙支自由

卫士”军演照常举行，规模不会缩
减。依往年惯例，“乙支自由卫
士”一般八九月举行，是美韩下一
场主要联合军演。

美方续美方续““同盟同盟””

包括美联社在内，多家国际
媒体报道，特朗普有关暂停美韩
军演的言论“让人意外”。美国国
内一些人批评特朗普对朝方让
步。

五角大楼发言人达娜·怀特
12 日说，特朗普在新加坡会晤前
与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商量
过“方方面面”的可能选项，马蒂
斯与特朗普“完全吻合”，总统所
作决定“没有任何意外”。

五角大楼以简短声明欢迎新
加坡会晤所释放的“积极消息”，
但声明没有提及“乙支自由卫士”
军演是否按计划举行。

一些分析师认定，五角大楼
有意安抚韩国和日本。

怀特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记
者：“我们的同盟牢不可破。”

驻韩美军12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没有收到有关执行或暂停军
事演习的最新指示，也没收到有
关驻军规模变化的指令。

特朗普特朗普““自述自述””

特朗普12日晚接受美国媒体
采访时说，朝方对他暂停美韩军
演的决定“非常开心”，因为“军演
极具挑衅性”。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金正
恩在新加坡圣淘沙岛嘉佩乐酒店
会晤，签署联合声明。他在会晤
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将叫停“非
常昂贵”且“非常挑衅”的美韩联
合军演；至于是否撤回驻韩美军，

“现在还不属于进程所谈议题”。
据朝中社 13 日报道，特朗普

告诉金正恩，愿意在朝美善意对
话期间停止美韩联合军演，对朝
鲜提供安全保证。

多家媒体推断，今年“乙支
自由卫士”军演可能继续，但规
模缩小。 新华社特稿

据朝中社13日报道，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 12 日在新加坡朝美
领导人首次会晤中接受美国总统
特朗普对他访美的邀请，同时他也
邀请特朗普方便时访问平壤，特朗
普接受了邀请。

这是朝美关系史上首次领导人
会晤。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
半岛分裂后对立与敌对的 70 多年
间，朝美两国领导人“首次向和解
迈出第一步，面对面站到了对话的
场合”。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邀请特
朗普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平壤，特

朗普也邀请金正恩访问美国。两
名领导人认为互访邀请将成为改
善朝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契机，

“欣然接受”。
报道间接介绍金正恩与特朗

普所签署联合声明中的四点，即建
立朝美新关系、建立持久稳固的半
岛和平机制、实现半岛无核化以及
挖掘和归还美军遗骸。

就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报道
说，金正恩表示，应首先作出决断，
停止刺激和敌视对方的军事行
动。“特朗普对此表示理解，说愿意
在朝美善意对话期间停止朝方视

为挑衅的美国和韩国联合军事演
习，向朝鲜提供安全保证。”

特朗普 12 日下午在会晤结束
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将暂停“非
常挑衅”的美韩联合军演。

按照朝中社报道的说法，特
朗普同意，随着美朝以对话和协
商方式改善关系取得进展，解除
对朝制裁。

金正恩说，如果美方为改善
朝美关系采取措施，真诚地构筑
信赖，朝方也会相应采取进一步
后续善意措施。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3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将向中
方通报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的有
关情况。

“应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邀

请，蓬佩奥国务卿将于6月14日访问
中国，双方将就两国关系发展及共同
关心的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
见，美方将向中方通报美朝领导人新
加坡会晤的有关情况。”耿爽说。

他表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保
持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

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世界利
益，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此访是
近期中美之间一次重要高层交往。
中方希望通过蓬佩奥这次访华，与
美方增进了解、管控分歧、拓展合
作，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
断向前发展。

特朗普称将叫停美韩联合军演

特朗普提暂停军演挑动盟友神经

朝媒说朝美领导人同意互访

美国务卿访华

将通报美朝领导人会晤有关情况

日本愿分担朝鲜弃核初期费用

6月1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左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三）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新华社发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13
日说，只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重
新启动核查，日本可以分担朝鲜无
核化进程部分初期费用。

要求核查验证要求核查验证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2日在新加坡
首次会晤。当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与特朗普通电话。

安倍向媒体肯定美朝有关朝鲜
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声明，称“金正恩
承诺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是分量极
重的举动”。为实现半岛完全无核
化，日本将与美国、韩国推进合作。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13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只要国际原子能
机构能够重启核查，日本愿意分担
朝鲜无核化进程部分初期费用。

国际原子能机构 1994 年宣布
中止对朝鲜民用核反应堆的技术援
助，作为制裁朝鲜的第一步措施。

朝鲜政府随后宣布退出这一机构。
朝鲜核项目已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保障监督覆盖范围之内。

共同社报道，日本将密切关注
日美力争实现的“完全、可验证、不
可逆”无核化道路是否能打通。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
弥 12 日发表声明，欢迎朝美领导
人会晤所获结果：“国际原子能机
构已准备着手验证相关国家对朝鲜
活动可能提出的要求。”

国际原子能机构现在没有核查
人员在朝鲜境内，不得不借助卫星
图像等渠道获取朝鲜核项目状况。
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朝鲜核项
目专门设立工作小组，旨在加强对
核项目的监控，同时为可能进入朝
鲜核查做准备。

再谈再谈““绑架问题绑架问题””

与此同时，日本重提“绑架
问题”。

共同社13日报道，日本政府希望
就“绑架问题”取得进展。安倍着眼于
与金正恩当面谈，谋求日朝磋商。

日本“绑架问题”担当大臣加
藤胜信说：“绑架问题最终应通过
日朝首脑会谈解决。”

朝鲜 2002 年承认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绑架一批日本人，随后送回
5名遭绑架人员，归还一些遗骸遗
物。日方要求朝方就更多失踪日本
人下落给说法，朝方坚称“绑架问
题”已经解决。

朝方“已解决”的态度是否发
生改变是日本关注的焦点之一。

共同社报道，为实现日朝磋
商，日本预计本月中旬派外务省官
员参加一场在蒙古国举行的国际会
议，与朝方接触。

另外，日方考虑借东南亚国家
联盟地区论坛8月在新加坡举行之
机举行日朝外交部长会晤。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