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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江亚平于荣程大雨田明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 6日上午说，韩

朝双方已商定本月18日至20日在平壤
举行韩朝首脑会晤。

朝中社同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 5 日在会见韩国特使团时重申
朝鲜政府及其本人的无核化意志。

分析人士认为，在朝美对话陷入停
滞之际，韩朝领导人平壤会晤能否如期
举行以及能达成怎样成果备受关注，韩
方想要扮演桥梁角色为寻求打破朝美
僵局的折中方案“探路”。

新闻事实
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 5日同特使

团就预定于 9 月在平壤举行的北南首
脑会晤相关日程和议题广泛交换了意
见，并达成了满意共识。

报道还说，金正恩在会见特使团时
表示，在朝鲜半岛彻底消除武装冲突危
险和战争恐惧，将这片土地变为没有核
武器与核威胁的和平家园，这是朝鲜的
坚定立场和他本人的意志。

青瓦台 5日说，由国家安保室室长
郑义溶率领的访朝特使团当天抵达平
壤，与金正恩进行了会谈，并向金正恩
转交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亲笔信。

另据白宫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当地时间 4日与文在寅通电话，双方讨
论了朝鲜半岛局势，并商定于本月晚些
时候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
面。文在寅告诉特朗普，韩方稍后会向
美方通报访朝特使团的会面情况。

朝美对话近来陷入停滞。特朗普8

月24日突然宣布取消国务卿蓬佩奥访朝
计划。此后，美朝双方多次隔空“喊话”。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4日
发表署名文章，批评美国阻碍北南关系
改善是“自毁前程的愚蠢行径”。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及
内阁机关报《民主朝鲜》8 月 29 日发表
署名评论文章，批评美国一味强迫朝方
接受美方单方面提出的要求并鼓吹制
裁，强调美国应尊重朝鲜并为实现朝美
关系根本性转变做出努力。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指出，在朝美对话陷入僵

局、半岛无核化进程遇阻的关键时刻，
韩朝双方都对韩方发挥“斡旋者”角色
有需求、有期待，韩方或将通过韩朝首
脑平壤会晤和韩美首脑纽约会晤“摸
底”，但能否推动朝美关系转圜还有待
观察。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说，一方面，韩方希
望继续推进韩朝和解合作，使半岛局势
持续缓和，通过自己与朝鲜同一民族、
又作为美国盟友的独特身份发挥斡旋
和协调作用；另一方面，朝方也希望借
助韩国的桥梁作用推动朝美关系取得
实质性改善，进而切实改善其外部发展
环境，确保其经济建设顺利推进。朝韩
关系持续改善，可增加朝方向美方转达
在无核化议题立场的途径，有利于推动
朝美缩小隔阂、增强互信。

但分析人士也指出，韩朝双方都明
白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在朝美关系，而

且朝美目前在半岛无核化进程上的分歧
可谓“南辕北辙”，短时间内难以调和，加
之韩方身兼当事方和斡旋者的双重身
份，这些都给韩方做工作提出不小挑战。

即时评论
在朝韩关系近期出现可喜进展的

同时，朝美领导人新加坡会晤所带来的
乐观气氛却在渐渐散去。大好势头急
转直下令人遗憾，半岛无核化进程陷入
停滞引人担忧。

值此关键节点，朝韩关系持续迈向
和解合作，值得欢迎和鼓励。期待朝韩
首脑平壤会晤顺利举行，希望双方不仅
能在朝韩关系上达成新的成果，也能有
助于出现脱轨迹象的朝美和解列车尽
快重回正常轨道。

越是面对隔阂与分歧，相关各方越
要少关门、多开窗。朝方已再次重申其
无核化立场，释放诚意。希望相关各方
应积极作为，相向而行。

背景链接
4月27日，文在寅与金正恩在板门

店韩方一侧举行首次会晤并签署《板门
店宣言》。

5月26日，金正恩与文在寅在板门
店朝方一侧举行会晤，双方就尽快落实

《板门店宣言》及继续改善北南关系和
朝美关系达成一致。

韩朝在 8 月 13 日于板门店举行的
高级别会谈中商定，将于9月在朝鲜首
都平壤再次举行南北首脑会晤。

特朗普与金正恩 6 月 12 日在新加
坡举行会晤，并签署了联合声明。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记者 王逸
君）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4日
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定于本月联
合国大会期间主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
议，讨论伊朗“违反国际法”议题。

美国是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
黑莉当天告诉媒体记者，这次会议将讨
论“伊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和给整个
中东地区带来的不稳定”。“特朗普总统
非常坚定，我们必须着手确保伊朗遵循
国际规则。”

黑莉指认伊朗支持恐怖主义，扰乱
黎巴嫩、也门和叙利亚局势，而这些做

法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都是对地区
的威胁，是国际社会需要讨论的事情”。

路透社报道，联合国大会期间，伊
朗总统哈桑·鲁哈尼预计9月25日发表
演讲。黑莉说，美国不反对鲁哈尼发表
讲话。

俄罗斯方面认为美方的做法有失
偏颇。俄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德米特里·
波利扬斯基说，有关伊朗议题的会议应
关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落实情况。

波利扬斯基说，俄罗斯“非常希望”
会上各方能够就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阐
述观点。

伊朗 2015 年 7 月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议，
承诺限制核计划，而国际社会解除对伊
制裁。特朗普政府今年 5 月宣布退出
伊核协议，协议其他签署方则坚持继续
履行这一协议。

美国8月7日重新启动对伊朗非能
源领域制裁，定于11月5日重启对伊朗
能源和中央银行对外交易等领域制
裁。美国要求其他国家 11 月 5 日前停
止购买伊朗原油，否则施以连带制裁。
日本媒体本周早些时候报道，日本已同
意停止从伊朗购买原油。

新华社平壤9月6日电（记者 程大
雨 江亚平）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5日
会见到访的韩国总统特使团时重申了朝
方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坚定意志，并
与韩方就预定于本月举行的平壤北南首
脑会晤相关日程和议题达成共识。

朝中社 6日报道，金正恩当天在朝
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部大楼会见韩
方特使团时表示，在朝鲜半岛彻底消除
武装冲突危险和战争恐惧，将这片土地
变成没有核武器与核威胁的和平家园，
是朝鲜的坚定立场和他本人的意志。
他说，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北南双

方要更加积极努力。
金正恩同特使团还就预定于本月

在平壤举行的北南首脑会晤相关日程
和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满意
的共识。

报道说，韩方向金正恩转交了韩国
总统文在寅的亲笔信，金正恩对文在寅
在信中表达的坚定发展北南关系的决
心表示“完全支持与赞同”，对文在寅为
历史上首次朝美峰会的举行付出的努
力予以高度评价并表示感谢。

金正恩表示，历史性的板门店会晤
后，北南双方在多个领域进行工作接

触，实现了离散家属会面，北南军事会
谈和设立共同联络事务所的工作进展
顺利，他对此“感到高兴”。

他强调，应珍惜北南双方今天携手
创造的所有成就，推动已迈入新的和平
与和解合作轨道的北南关系继续前进。

报道说，双方的谈话始终在充满同
胞友爱的温暖气氛中进行。朝鲜劳动党
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参加了会见。

5日，以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
长郑义溶为首席特使的 5 人特使团访
问朝鲜。这是韩方今年第二次派出总
统特使团访朝。

新华社东京9月6日电（记者 姜俏梅 王
可佳）日本北海道南部 6日凌晨发生 6.7级地
震，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125人受伤、39人失
踪，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当地时间 6日凌晨 3时 08分（北京时间 2
时08分），北海道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中位
于胆振地区中东部，震源深度约 40公里。北
海道、青森县、岩手县、宫城县等地有强烈震
感。目前北海道地区仍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
提示该地区一周内还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受地震影响，距震中不远的新千岁机场
宣布 6日全天关闭，所有起降航班取消，当地
铁路运输也被迫中断。北海道大范围地区断
水断气，约 295 万户住宅停电。震中附近的
厚真町发生多处严重山体塌方，是受灾最严
重的地区，许多民宅被埋。北海道警察和消
防部门出动直升机进行救援，目前仍有至少
20人下落不明。

地震发生时住在伊达市的一名游客告诉
新华社记者，尽管他所在饭店位置距离震中
100多公里，但长时间的剧烈摇晃仍令他从睡
梦中惊醒，晃动持续约5分钟。

日本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已成立官邸
对策室，负责与地方自治体取得联络搜集信
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6 日表示，日本政府
将全力应对地震灾害。日本政府将先期派遣
4000名自卫队员参与搜救，随后将逐渐增至
2.5万人。

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已启动应急响应机
制，暂时还未收到华侨华人、中资机构人员、
留学生的伤亡情况报告。

新华社里斯本9月5日电（记者 章亚东）
葡萄牙警方 5 日说，当地警方近日在大西洋
亚速尔群岛中的法亚尔岛查获 840公斤可卡
因，并拘留了4名犯罪嫌疑人。

警方说，上周末，葡警方会同军方在海上
展开联合缉毒行动，在法亚尔岛奥尔塔港口
的一艘游艇上发现了这批毒品。这些可卡因
被隐藏于5个专门建造的隔层内。

被扣留的 4 名嫌疑人均为外国籍，年龄
在21岁至36岁之间，是一个跨国犯罪组织成
员。案件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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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在印度阿萨姆邦高哈蒂，救援
人员准备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开展搜救。 一
艘机动船5日在印度阿萨姆邦卡姆鲁普县的
布拉马普特拉河倾覆，造成3人死亡、11人失
踪。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