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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次收到金正恩来信
新加坡会晤举行一周年前夕，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再次收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来信。特朗
普称赞来信内容“非常热情”，表示希望有机会第三
次与金正恩会晤。
两国领导人今年 2 月下旬在越南首都河内第二
次会晤，无果而终，朝美无核化对话再次陷入停滞。
舆论关注，金正恩致信特朗普，能否成为催化剂，促
使双方关系缓和、进而重新启动对话。

【“漂亮
漂亮”
”来信 】
特朗普 11 日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10 日收到来
自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的“漂亮来信”
。
特朗普没有披露来信内容，说这封信“非常个人
化，非常热情，非常美好”
。
韩国《中央日报》以美国首都华盛顿外交人士为
消息源报道，6 月 12 日是朝美首脑首次会晤一周年，
“相关内容似乎出现在信中”
。
特朗普强调，朝鲜“既没有核试验，也没有远程
导弹试验”。至于朝鲜 5 月上旬两次试射短程导弹，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朝方“遵守与我的约定，这对
我来说非常重要”
。
按照韩联社的说法，特朗普回应美国《华尔街日
报》一篇报道，似乎重申美方对朝方的安全保证。那
篇报道称，金正恩同父异母的长兄金正男曾经为美
国中央情报局充当线人。特朗普回应说，他不知道
这件事，
“在我执政时”不允许有那种做法。
特朗普说，他与金正恩“保持着非常融洽的关
系”
。
“我想会有事情发生，
而且会十分积极。
”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 11 日
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朝美首脑可能第三次
会晤，但皮球在朝鲜那一边。
“如果他们准备好了，我
们也会准备好。
”

【“信函战术
信函战术”
”】
日本共同社解读，首次美朝首脑会晤即将一周
年之际，
金正恩又一次采取“信函战术”
。
《中央日报》报道，自去年以来，每当朝美关系面
临节点，
金正恩会给特朗普去信，
以寻找突破。
去年，距离新加坡会晤不足三周时，特朗普说要
取消会谈。金正恩 6 月 1 日经由朝鲜劳动党副委员
长金英哲转交一封信，特朗普改口会晤“按原计划举
行”。去年 9 月，特朗普说收到来自金正恩的“漂亮
来信”。今年 1 月底，金英哲再次访问美国，向特朗
普转交金正恩的信，白宫随后宣布在河内举行第二
次美朝首脑会晤。
尽管河内会晤无果而终，朝美随后数月互撂“硬
话”，但双方都有意继续对话，特朗普和金正恩分别
在不同场合表示两人私人关系良好，没有排除再次
会晤的可能性。
《中央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说法报道，金正恩致
信特朗普，将解除河内会晤后朝美之间的胶着状态，
第三次首脑会晤的时机或许将趋向成熟。
美国和平研究所朝鲜事务专家弗兰克·严接受
韩联社采访时说，朝美首脑第三次会晤的可能性增
大了，但首先需要恢复工作会谈、高级别会谈，在会
谈中“实质性展示灵活性”
。
一些分析师说，河内会晤后，美国朝野认为不能
草率同意第三次会晤的强硬论调声势较大，特朗普
要与金正恩再度会晤不容易。

【 韩方转交
韩方转交？
？】
韩国总统府与民沟通首席秘书尹道汉 12 日说，
青瓦台提前获知金正恩致信特朗普。他拒绝披露更
多细节。
韩国媒体猜测，韩国政府可能再度扮演“中间
人”角色。其中一篇报道说，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徐
薰先前与朝方“联络”
，正在访问美国。
国家情报院当天发表声明否认参与“递信”，但
没有就徐薰是否访问美国作澄清。
去年 3 月，韩国总统文在寅派特使先后访问朝
鲜、美国，面见金正恩、特朗普，宣布两名领导人同意
首次会晤。
本周早些时候赴芬兰访问时，文在寅说，韩朝、
美朝之间正在“对话”，他对正式谈判在不久的将来
重新启动持“乐观”态度。
文在寅正在挪威访问，定于当地时间 12 日下午
在奥斯陆大学发表演讲，题为“为人民谋和平”，以朝
鲜半岛和平为内容。媒体预期，文在寅将就推进朝
美无核化谈判和韩朝关系发展提出新构想。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李相旻 12 日说，自去年以
来，韩朝首脑去年三次会晤，朝美首脑两次会晤，半
岛和平进程持续取得进展。河内会晤后，朝美依旧
表明对话意愿，谈判动力犹存。韩方将以韩美紧密
合作为基础，与朝方对话，力促无核化取得实质性进
展。
新华社特稿

俄罗斯 7 月向土耳其交付 SS-400
400
俄罗斯政府高官 11 日确认，将按计
土耳其和美国就土方购买俄制
划 7 月向土耳其交付 S-400 型防空导弹 S-400 公开争论数月。土耳其打算从美
系统。
国购买 F-35 隐形战斗机。美方认为，
美国国会众议院前一天通过一项决 S-400 系统对 F-35 战机构成威胁。
议，威胁对土耳其施行制裁；国会议员要
美国先前威胁，土耳其如果坚持购
求土耳其分清“黑白”，在俄制 S-400 和 买 S-400，将不得继续参与 F-35 战机项
美国的 F-35 型战斗机之间二选一。
目。美国已停止培训土耳其 F-35 飞行
土耳其谴责这一决议。
员。
俄方欲交付
美方要制裁
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 11
美国会众议院 10 日通过一项名为
日告诉媒体记者：
“ 俄罗斯和土耳其达 “对美土同盟表示关切”的决议，敦促土
成 的（购 买 S-400）协 议 正 在 按 时 履行 耳其放弃购买俄制 S-400，如果土耳其
中……双方都没有问题。
”
接收 S-400，将推动对土方制裁。决议
记 者 问 及 是 否 7 月 交 付 S-400 系 说，土耳其购买 S-400 损害跨大西洋防
统，乌沙科夫回答：
“是的，这是我们的计 御联盟。土耳其和美国都是北大西洋公
划。
”
约组织成员。
土耳其外交部 11 日发布声明，认定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总裁谢尔
盖·切梅佐夫数天前说，俄罗斯将在两个 上述决议中的指控“不公平”和“莫须
月内开始交付 S-400 系统。土耳其官员 有”，是对土耳其外交政策和司法体系的
诋毁。
“（美方）作出不利于增进互信的决
先前说，最快可能在 6 月交付。

定，继续保留威胁和制裁措辞……人为
设定各种最后期限，
这些都不可接受。
”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
安上周说，土耳其“不可能”退出与俄罗
斯的军购协议。
美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埃利奥特·恩格尔 10 日说：
“我们很少在
外交领域看到这种情况。这是非黑即白
的问题，没有中间地带。”他认为，
“土耳
其不可能同时拥有俄制武器和美国的
F-35 战机。没有第三选项”。
路透社分析，土耳其政府处理与西
方和与俄罗斯的关系面临如何平衡难
题。土耳其与俄罗斯能源关系密切，且
两国就叙利亚问题正在合作。美国一直
要求土耳其等国孤立伊朗。土耳其如果
接收 S-400，将触发美国制裁，可能使土
耳其经济“雪上加霜”，也可能促使北约
重新评估土耳其迄今 67 年的成员国资
格。
新华社特稿

波音连续俩月无商用机新订单
美国媒体 11 日报道，美国波音公
司 5 月没有接到新的民用客机订单。
这是波音连续第二个月未获商用飞机
订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商用客机订单量裹足不前，不仅因为
737 MAX 系列客机停飞或禁飞危机，
同样因为波音仍有大约 5000 架客机的
积压订单。一些客户现在不需要额外
订购飞机。
另外，下周将举行法国巴黎航空
展。波音及其欧洲竞争对手空中客车
公司通常喜欢在这一场合宣布新订单，
5 月订单增速因而往往较慢。即便如
此，2018 年 5 月，即去年巴黎航空展前，
波音斩获 43 架飞机的订单，其中 21 架

是 737 MAX。
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
俄比亚航空公司各一架 737 MAX 8 型
客机去年 10 月和今年 3 月先后坠毁，合
计致 346 人丧生。
两起空难都关联客机上名为“机动
特性增强系统”自动防失速软件错误启
动。这一机型随即在全球范围内遭到
停飞以至禁飞。
CNN 报道，波音在 737 MAX 停飞
期间继续生产这一系列的客机，但生产
速度放慢。
波音 5 月取消 71 份 737 MAX 客机
订单，但相关取消无关这一机型停飞或
禁飞。这些订单来自捷达航空公司。
这家印度运营商今年 4 月因为没有从

银行获得足够多紧急融资而停止运营。
波音 11 日在声明中说：
“鉴于这家
航空公司的现状，我们已经取消那些飞
机的合约协议。
”
737 MAX 客机停飞或禁飞同样导
致这一系列的客机停止交付，严重影响
波音上月整体交付情况。波音销售飞
机获得的大部分现金来自飞机交付。
波音 5 月交付 30 架商用飞机，低于去年
同期的 68 架。
与 737 MAX 客机相关的空难已经
给美国民众蒙上心理阴影。美国大气
研究集团本月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至
少 20%的美国民众会在波音 737 MAX
客机复飞后的半年内坚决避免乘坐这
一系列客机。
新华社特稿

加纳解救两名遭绑架加拿大女子
加纳政府 12 日宣布，安全部队当
天凌晨成功解救上周在这个西非国家
遭绑架的两名加拿大籍女子。
加纳警方说，两名女子现年 19 岁
和 20 岁，是加拿大慈善团体“国际青年
挑战”志愿者，本月 4 日在库马西市遭
到绑架。库马西是加纳第二大城市，
位于首都阿克拉西北方向大约 200 公
里。
法新社报道，两名受害者当时与另
一名加拿大女子乘坐一辆“优步”出租
车前往两人下榻的旅馆；抵达目的地

后，两人先行下车，随即遭到绑架。那
名同伴和出租车司机一同到警察局报
案。
加纳新闻部长科乔·奥蓬·恩克鲁
玛宣布，安全部队成功解救遭绑架外国
人，
“再一次向国民和游客证明，加纳依
然安全”
。
加纳人口大约 3000 万，相对其他
西非国家治安良好，绑架外国公民事件
过去罕见，去年底开始频繁发生，多数
以勒索赎金为目的。加纳媒体报道，一
名印度公民 4 月同样在库马西遭到绑

架，随后获救；爱沙尼亚驻加纳领事同
月遭绑架，
很快获释。
加纳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今年
早些时候警告，必须为遏制绑架犯罪采
取措施，
避免绑架“成为加纳特色”
。
加纳警方 11 日以涉嫌多起绑架事
件为由拘留最大反对党全国民主大会
党主席塞缪尔·奥福苏·安波福，当天释
放，但要求他 13 日回刑事调查署“报
到”。安波福曾在上届政府充任地方政
府和农村发展部长。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