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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國首爾
在雕像周圍

美聯社

日舉行慰安婦紀念活動，參與者坐
法新社

27

一
▼名女性為慰安婦雕像戴上圍巾

【大公報訊】綜合韓聯社、路
透社、法新社報道：韓國慰安婦問
題協議審查專案組27日發布調查報
告，指朴槿惠政府2015年12月28日
與日本就慰安婦問題達成 「陰陽協
議」 ，將很多韓國政府明知會惹怒
「慰安婦」 支持者的協議內容設為
了 「保密」 ，並批評協議未充分聽
取受害者意見，僅以政府立場達成
。分析指，韓方此次公開報道內容
，或令協議生變，更將讓日韓關係
再度降溫。

不建少女像棄用性奴說服受害者均列保密

韓日慰安婦協議有陰陽兩面

慰安婦協議部分保密內容
「日軍慰安婦受害者問題」 。

說服工作
日方表示，在對 「慰安婦」
受害者權益維護組織不滿時，希
望韓方政府負責出面說服。對此
，韓方回應稱，若日方對慰安婦
權益維護組織有異議，將努力說
服。

海外紀念碑及慰安婦少女像
日方希望韓方不再贊助海外
設立紀念碑等。韓方回應稱，海
外紀念碑設立一事政府無權干預
，今後將不予贊助。

關於「
性奴」的描述
日方希望韓方不要使用 「性
奴」 一詞，韓方在保密協議中響
應稱，韓國官方說法會統一改為

關於「不可逆」的表述
韓方在談判過程中首先提出
「不可逆」 的表述，旨在強調謝
罪道歉的不可逆性，但在達成的
協議中被用於描述解決慰安婦問
題的不可逆性，即此次解決後未
來並無再次商討的餘地。但調查
顯示，政府在達成協議時，
沒有就日方援助慰安婦
的基金數額徵求受害
者的意見，未能徵
得理解和同意。

▶韓國外相康
京 和 本 月 19 日
剛剛會見過日
本首相安倍晉
三
路透社

2015年12月朴槿惠執政時期，日韓兩國政府
就 「慰安婦」問題簽署了《日韓慰安婦協議》。
但該協議遭到眾多韓國民眾反對，為了解具體情
況，文在寅政府於2017年7月成立 「日韓慰安婦協
議」專項工作小組開始針對資料調研和當事人詢
問，檢證雙方協議簽署經過。

美或施壓 韓倉促答應
小組27日公布報告指，在年事已高的受害者
一一作古的情況下，前政府只希望盡早解決慰安
婦問題，時任總統朴槿惠也表現出在韓日恢復邦
交50周年的2015年達成協定的強烈願望，因此未
能在談判過程中充分徵求受害者的意
見，這是以政府為中心的思路開
展談判。
報告又指，日韓關係惡
化，影響到美國的亞太戰
略，令美國介入兩國的歷
史問題。在這一外交環境
下，韓國政府面臨不得不
與日本談判盡早了解慰安
婦問題的困境。報告如此

由於這項協議未遵守解決人權議題的普世標準，
即採取充分考量受害者的作法，因此我要為造成
談判過程被牽着鼻子走
受害者、他們的家人、協助他們的公民社會，以
根據調查報告，完整的 「慰安婦協議」，除 及其他所有人心靈創傷表達歉意。」
了朴槿惠執政時期韓日兩國外長召開記者會公布
不過，康京和並未提及日韓是否會重新就慰
的內容之外，還有非公開的內容，都是日方提出 安婦協議進行談判。在報告公布後，日本外相河
要求、韓方回應的形式。
野太郎27日稱， 「斷不能接受」修改共識，要求
協議保密的內容，包括韓方承諾努力說服慰 韓國切實履行共識。河野太郎稱，不認為日韓雙
安婦團體接受建議及不援建海外慰安婦少女像。 方在達成共識的過程中存在問題。他還警告稱，
日方不希望韓國使用 「性奴」一詞，韓方在保密 如果韓國政府試圖根據報告修改共識，則 「日韓
協議中承諾，只會用 「日軍慰安婦受害者問題」 關係將變得難以管控」。
的官方口徑。
分析稱，非公開內容中包含國家間交涉的部
報告又指，韓方首先提出道歉內容 「不可改 分，這次韓方全部公開，將不可避免引發一場風
變」的表述，旨在強調謝罪道歉的不可逆性，但 波。韓國前駐日大使申玨秀表示擔憂，他說 「將
最終變成是整個協議 「不可改變」，談判過程被 非公開的文件公開後，協議被視為存在問題，日
人牽着鼻子走。
方將更加懷疑韓方是否切實履行現有協議。這將
調查結果論定，慰安婦爭議未能 「從根本上 會限制韓國政府制定對日政策的活動餘地。」亦
解決」，因為受害者對日本支付法定賠償金的要 有分析指，特別工作組的結論很有可能影響美、
求並未獲得滿足。
日、韓共同對朝鮮的制裁。
此外，康京和此前訪日曾邀請日本首相安倍
日：若改共識關係生變
晉三出席明年的平昌冬奧，但安倍遲遲未有點頭
韓國外交部長康京和27日在記者會上說： 「 ，亦是因為慰安婦協議恐生變。
回顧談判背景，暗示美國曾干預其中。

美制裁朝導功臣 俄願當調解人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美國26日宣布
制裁兩名朝鮮官員，兩人被指在朝鮮發展彈道導
彈計劃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國的制裁行動包括阻
止兩人在美國的任何交易，凍結他們在美國擁有
的資產。
據報道，美財政部發表聲明稱，此次制裁針
對朝鮮武器開發項目的 「關鍵領導人」。受到制
裁的個人在美國境內的資產將被凍結，美國公民
不得與其進行交易。

日本放送協會消息稱，遭制裁的兩人包括朝
鮮軍需工業部負責核導研發的金正植（音譯）副
部長和李炳鐵（音譯）第一副部長。據悉，兩人
都在朝鮮的彈道導彈研發中發揮着核心作用，金
正植主導彈道導彈的燃料轉換工作，負責把液體
燃料轉換為較難捕捉到導彈發射徵兆的固體燃料
；李炳鐵則擔任洲際彈道導彈研發的相關工作。
近年來，美國多次以參與或支持朝鮮核導開
發項目為由制裁朝鮮境內外個人和企業。特朗普

政府堅持奉行所謂 「最大施壓」政策，以迫使朝
鮮棄核，但迄今並未見效。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26日與美國國務卿蒂勒
森通話，兩人談及朝鮮核計劃，前者強調有必要
重啟談判進程。拉夫羅夫在與蒂勒森的通話中指
出，華盛頓的挑釁言論令朝鮮半島緊張情勢升高
，令人無法接受。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同日
表示，若朝鮮與美國願意，俄羅斯願擔當調解人
，促成兩國談判。

政府私享炭疽疫苗 青瓦台斥子虛烏有

▲《Newstown》21日發表報道，
斥文在寅政府私藏疫苗置國民於不
顧
網上圖片

日外相：不遷使館至耶城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在華盛頓承認
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26
日與約旦外長薩法迪會談，兩人同意耶路撒冷地
位應由談判決定，河野太郎表示日本大使館不會
跟隨美國遷往耶路撒冷。
約旦官方通訊社引述薩法迪的話說，耶路撒
冷的地位應該 「透過直接談判和根據相關國際決
議」來決定。
美國總統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的具爭議性決定，引發巴勒斯坦抗議，聯合國大
會21日通過不具約束力決議，反對美國這項決定
，要求美國撤回這項無效的決定。
在聯大表決中，僅8國支持美國，其中包括中

美洲國家危地馬拉。危地馬拉總統莫拉萊斯24日
表示，已下令將危地馬拉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
路撒冷，成為第一位以行動支持特朗普改變對耶
路撒冷立場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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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外 相 河 野 太 郎（左）
日與約旦外長薩法迪會
路透社

襲擊而決定購入疫苗。而購入疫苗的
計劃是前任朴槿惠政府決定，並非現
屆文在寅政府。
青瓦台強調因考慮藥物副作用，
暫時並無為任何人，包括政府人員施
打疫苗的計劃，強調文在寅單獨為自
己政府施打疫苗的指控是子虛烏有，
並稱不排除追究責任。
韓國《中央日報》報道，韓國警
方 已 應 青 瓦 台 要 求 於 26 日 前 往 《
Newstown》總部調查。警方表示會
根據報道資料搜集來源及報道過程，
決定是否進一步作出檢控。

英國廣播公司

談

【大公報訊】據《朝日新聞》、
《中央日報》報道：韓國極右網媒《
Newstown》近日報道指文在寅政府
早已得悉朝鮮有意發展炭疽技術，並
從國外購入炭疽疫苗。但只有包括文
在寅政府在內的青瓦台政府人員接受
疫苗注射，質疑政府隱瞞消息並有捨
棄人民之嫌。
韓國政府在24日緊急澄清指報道
失實，發言人表示政府確實曾買入一
批炭疽疫苗，但原因是因在2015年駐
韓美軍在一次運送炭疽樣本發生意外
後，政府感到有必要為防止炭疽恐怖

▲李炳哲（左）和金正植（右）

中國維護周邊穩定合作勢頭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蘇曉暉

東方

十八大以來，周邊一直是中國全方
位、多層次、立體化外交布局中的重點。
2017年，中國周邊外交積極有為、務實靈活，為推
動地區發展、維護地區穩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從周邊起步

視點

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總
目標，即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中國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
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係。
2017年11月12日至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習近平對越南、老撾進行國事訪問。選擇這
兩個國家作為中共十九大勝利閉幕後中國黨和國家
最高領導人首次出訪的目的地別有深意。越南、老
撾是與中國山水相連、唇齒相依的鄰邦，而且同為
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文化、經濟、政治制度等
方面聯繫密切，具有眾多共同利益，可謂休戚與共
。中國與越南、老撾均處於改革發展關鍵時期，因
此越南和老撾格外關注中共十九大關於 「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要論斷。

兩國均對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予以積
極回應。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表示： 「越方高度
評價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和對本地區發展的積極
貢獻，歡迎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主張，認為這體現了中國的全球視野和大國擔當。
」中國最高領導人時隔11年再次訪問老撾，雙方以
聯合聲明方式確認，共同打造牢不可破的具有戰略
意義的命運共同體，符合兩黨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
本利益和共同願望，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
，有利於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

中韓關係有望揚帆再起航
兩國展示出跨越障礙的意願。自去年以來，中
韓關係受到 「薩德」問題嚴重影響。經過多次溝通
，中韓就階段性處理 「薩德」問題達成共識。韓方
作出不考慮追加薩德系統、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
不發展韓美日三方軍事同盟的重要表態。
中韓致力於推動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發展。12月
13日至16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韓國再次表態，願積極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合

作。中方歡迎韓方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願推動
同韓發展戰略對接，積極探討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
，促進共同發展。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經貿
、綠色生態產業、環境、衛生、農業、能源、冬奧
會等領域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中韓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凝聚共識。兩國元首一
致認為，決不允許半島再生戰亂。韓方 「堅定致力
於」通過和平手段解決半島核問題，願同中方一道
維護本地區和平穩定。

中國妥善處理矛盾分歧 維護地區穩定
中國和菲律賓共同落實去年菲總統杜特爾特訪
華期間雙方就南海問題達成重要共識，決定不再讓
南海問題綁架兩國關係。5月19日，中菲舉行南海問
題雙邊磋商機制第一次會議，進行了友好對話磋商
。雙方回到當事國通過對話協商和平解決爭議的正
確軌道。中國與東盟推進共同制定南海規則的進程
。在提前達成 「南海行為準則」框架基礎上，已正
式宣布啟動 「準則」實質性案文的具體磋商。中國
與東盟合作維護南海和平穩定。

中國有理有利有節處理了印度邊防部隊越界進
入中國洞朗地區事件。中國以理服人，通過外交溝
通維護國家利益，促使印度最終放棄侵害中方主權
權益的幻想。同時，中國保持戰略定力，以溝通管
控分歧，展示中國同印度發展睦鄰友好關係的誠意。

促進周邊區域合作
作為中國首創的次區域合作，瀾滄江—湄公河
合作機制取得可觀的早期收穫。瀾湄合作專項基金
全面運行，創造了 「天天有進展，月月有成果」的
瀾湄效率。12月15日，瀾湄合作三次外長會在中國
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舉行。各方弘揚 「同飲一江
水，命運緊相連」的瀾湄主題，培育 「平等相待、
真誠互助、親如一家」的瀾湄文化，以推土機精神，開
展接地氣合作，突出務實高效，聚焦民生改善。
中國與周邊互為戰略依託，周邊的穩定與繁榮
有利中國發展，而中國發展則有力促進周邊和平發
展。2017年中國有效維護周邊穩定合作勢頭，對周
邊的影響力、號召力和塑造力正不斷擴大。踐行新
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始於周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