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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提议打乱日对俄外交策略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记者 刘
赞）俄罗斯总统普京 12 日建议，俄日
在不设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签署和
平条约，并在条约中规定通过谈判解
决俄日争端。
这一提议出乎日方意料。日本内
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同日强调，日本政
府先解决相关岛屿归属问题再缔结和
平条约的立场
“完全没变”。
分析人士认为，普京这一表态意
味着日本政府通过经济合作推动解决
领土争端的谋划很可能落空。
俄突发提议
在当天举行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
坛全会上，
普京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
表演讲后说，建议双方今年年底前在
“不设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缔结和
平条约。普京还强调，
他并不是在开玩
笑，
他认为先缔结和平条约有助于解决
两国间过去70年未能解决的问题。
普京所说的问题主要是指俄日领
土争端。日本北海道以北的齿舞、色
丹、国后、择捉四岛被日本称为北方四
岛，在俄罗斯被称为南千岛群岛。这
些岛屿二战前属于日本，二战后被苏
联占领。日苏两国 1956 年签署《日苏
共同宣言》，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

关系。宣言规定，双方将继续就缔结
和平条约进行谈判，条约缔结后苏联
将归还齿舞岛和色丹岛。但此后日本
一直主张四岛必须全部归还，导致和
平条约谈判陷入僵局。苏联解体后俄
罗斯作为继承国实际控制四岛。
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先解决日俄领
土问题再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上述建
议的实质是双方搁置领土争议，优先
缔结和平条约，
这与日方立场正相反。
在日本，
北方四岛问题一直是日本
政府对俄外交的敏感点和
“软肋”
，
也是
安倍政府对俄外交试图寻求的主要突破
点。普京这一看上去突如其来的建议让
安倍政府颇为尴尬。菅义伟 12 日在记
者会上强调，
先解决四岛归属问题再缔
结和平条约的日方立场
“完全没变”
。
日策略落空
安倍自 2012 年底重掌政权以来，
将对俄关系作为外交重要发力点之
一，有意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取得突破，
其对俄外交基本策略是用经济利益换
取俄在领土问题上软化立场。除与俄
罗斯积极开展经济合作外，日本还着
力 推 进 与 俄 在 四 岛 的“ 共 同 经 济 活
动”，
为促进领土问题的解决做铺垫。
俄日首脑 10 日举行会谈，双方刚

刚通过了在四岛开展“共同经济活动”
的路线图。12 日的论坛上，安倍发表
演讲时刻意展示对俄外交成果。他回
顾了 2016 年 12 月与普京在日本长门
举行的会谈，强调双方达成的 150 项
合作计划中半数以上已经实现或即将
实施，盛赞两国关系“蕴含无限可能
性”，并要让这些可能性“全面开花”。
但普京随后当众提出的这一建议显然
完全出乎日方意料。
普京这一建议迅速引发俄日等国
舆论关注和热议。据报道，俄总统新
闻秘书佩斯科夫 12 日表示，普京提议
的意思很明确，
“解决领土问题往往要
花数十年时间”。俄罗斯副总理特鲁
特涅夫 13 日强调，俄方正主动放慢对
南千岛群岛的开发，这是“在等待日本
的决定”。他还抱怨日本在俄远东投
资太少，称第三国企业也有可能参加
南千岛群岛的开发。
关于俄方的意图，日方有诸多猜
测。不少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普京真
实意图何在，这一表态显示俄在领土
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有丝毫软化，不可
能做出日方期待的让步。日方以经济
利益打开领土争端解决空间的策略很
可能落空。

9 月 12 日，欧洲航天局宇航员 Alexander Gerst 从国际空间站拍摄到的
飓风“佛罗伦萨”
照片。
欧航局宇航员 Alexander Gerst 在
推文中写道，
“ 当心，美国！飓风佛罗
伦萨是如此的庞大，我们只能在距离
飓风眼 400 公里的空间站使用超广角
镜头捕捉她的身影。东海岸做好准
备，这对你来说绝对是一场噩梦。”
据报道，被美国媒体称为“怪兽
级”的飓风“佛罗伦萨”正在大西洋沿
西北路径而上，直逼美国东海岸。
“佛
罗伦萨”登陆后料将造成逾 1700 亿美
元的损失，从而成为美国史上损害最
严重的飓风。美国多州已宣布进入紧
急状态，上百万人提前撤离。 人民网

在朝鲜开城正式启动
新华社首尔 9 月 14 日电（记者 陆睿 田明）据
韩国媒体 14 日报道，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启动仪
式当日上午在朝鲜开城工业园内举行，来自韩国
和朝鲜的逾百名官员出席了仪式。
据韩国共同采访团消息，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
员会委员长李善权首先致辞。他说，
共同联络事务
所的启动是北南
“通过自己民族提供的养分结出的
丰硕果实”
。该事务所能对北南关系存在的问题开
诚布公地进行讨论并寻求对策，
从而积极促进北南
关系发展，
大步迈向朝鲜半岛和平、
繁荣与统一。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致辞说，共同联络事
务所是南北共同创造的“和平象征”，也是和平的
新时代下韩朝随时联络的窗口，
期待它成为
“民族
共同繁荣的摇篮”
。
朝韩官员共同为事务所举行揭牌仪式。赵明
均和李善权随后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联络事务所
构成与运行内容的协议书。
今年 4 月 27 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晤后发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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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是根据《板
门店宣言》协议内容设立的韩朝历史上首个共同
联络事务所，坐落于朝鲜开城工业园内。事务所
韩方所长为统一部次官千海成，朝方所长为祖国
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田钟秀。
据韩国统一部介绍，共同联络事务所将履行
韩朝联系与交涉、政府间会谈与磋商、民间交流与
援助、为韩朝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等职能。韩朝还
将通过该机构就南北铁路和公路连接与现代化、
山林合作等《板门店宣言》履行事项进行商议。

驻以使馆迁耶城

捷克迈出
“第一步”

俄前特工中毒事件嫌疑人现身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记者 王
宏彬）英国上周发布两名俄罗斯男子
的姓名和照片，指控他们向俄前情报
人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投
毒”。这两名嫌疑人出现在今日俄罗
斯电视台 13 日播出的一则采访中，否
认与中毒事件有关联，但承认“以游客
身份”去过斯克里帕尔所在的城镇。
“只是去旅游”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13 日播放对
亚历山大·彼得罗夫和鲁斯兰·博什罗
夫的采访。两人长相与英方发布的照
片很像，年龄看上去大概 40 岁开外。
这是两人本月 5 日被英方指控后首次
公开露面。
英方称，这两人可能使用化名，是
俄情报总局的特工，3 月 2 日从莫斯科
飞抵伦敦，
奉命毒害斯克里帕尔父女。
两人 13 日说，彼得罗夫和博什罗
夫是他们的真名，他们是普通人，生活
突然间被搅得“天翻地覆”，由于担心

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

人身安全不再敢出门。
按照英方说法，斯克里帕尔父女
按照英方说法，两人抵达伦敦后
中了苏联时期研制的“诺维乔克”神经
第二天前往索尔兹伯里“踩点”，当晚
毒剂。英方 5 日还发布一个香水瓶的
返回伦敦；3 月 4 日，两人再次前往索
照片，称警方在嫌疑人住过的酒店发
尔兹伯里，返回伦敦后前往机场，乘飞
现这个香水瓶，怀疑他们用香水瓶盛
机返回莫斯科。斯克里帕尔父女正是
装毒剂作案。英国警方先前称，在受
3 月 4 日被发现在索尔兹伯里街头一
害者住宅前门发现毒剂残留。
条长椅上疑似中毒昏迷。
博 什 罗 夫 13 日 给 出 这 样 说 法 ：
彼得罗夫和博什罗夫解释说，
他们 “正经男人用女士香水不是很傻吗？
去索尔兹伯里是为旅游观光，
去看史前
海关什么都查，如果他们发现男人行
巨石阵和一座颇有名气的天主教堂，
“朋
李箱里有女士香水，肯定会盘问。我
友们早就推荐我们去这个很棒的城镇”
。 们压根没带。
”
两人说，之所以连续两天去索尔
两人现身前一天，俄罗斯总统弗
兹伯里，是因为第一天去的时候天气
拉基米尔·普京说，已经找到英国指认
不好，
“到处都是泥泞”，所以他们返回
的两名所谓嫌疑人，不过，他们是“平
伦敦，第二天又去了一趟。
民”并且“没有犯罪”。普京还说，两人
“并不认识他”
将在某个地方面对媒体，真相“不久将
英方称，监控录像拍到两人在斯
见分晓”
。
克里帕尔父女家小区步行。两人辩解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总编玛加丽
说，他们“可能路过斯克里帕尔家的房
塔·西蒙尼扬说，两人通过手机联系到
她，
采访录制于 12 日晚。
子，但并不认识他”
。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记者 胡若愚）捷克
政府和议会领导人 12 日同意在耶路撒冷开设一
处官方设施，
名为
“捷克之家”，
作为把驻以色列大
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
“第一步”。
捷克总统、
总理、
议长、
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当
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
“捷克之家”
定于11月开张，
将是
“把捷克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计划的第一步”
。
总统米洛什·泽曼的发言人伊日·奥夫恰切克
告诉法新社记者，
“捷克之家”将成为多个政府部
门驻以机构的所在地，包括外交部下属对外文化
交流机构“捷克中心”，捷克贸易促进局代表处和
捷克旅游局代表处。
奥夫恰切克说，泽曼 11 月访问以色列期间将
为
“捷克之家”
揭牌。
按照德新社的说法，
捷克是以色列亲密盟友。
捷克 1949 年在特拉维夫开设驻以大使馆。泽曼在
美国政府把驻以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前就大力推动
捷方迁馆议程，
今年5月，
捷克在耶路撒冷重开2016
年因一名名誉领事死亡而关闭的名誉领事馆。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年 12 月宣布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今年 5 月把美国大使馆
从特拉维夫正式迁至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平
进程主要症结之一。以色列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
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
随后单方面宣布整个耶路
撒冷为
“永久、
不可分割的首都”
。包括过去的美国
政府在内，
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依据
“两国方案”
推动
巴以和谈。
“两国方案”
主张依据1967年前边界建立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与以色列和平
共处。大多数国家驻以使馆设在特拉维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