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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朝峰會成果看半島和平的中國貢獻
點擊香江
屠海鳴
兩人相會，世界圍觀。昨天上午九時，
朝鮮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與美國總統特
朗普終於握手言和，這是朝鮮和美國最高領
導人第一次會晤，具有歷史性意義。在隨後
簽署的聯合聲明中，特朗普承諾為朝鮮提供
安全保證，金正恩重申了他對朝鮮半島完全
無核化的堅定不移的承諾，兩國將致力於建
立新型美朝關係。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國政府十分看
重此次美朝峰會，十分看重美朝兩國領導人
通過政治對話解決問題，十分看重半島無核
化和長久和平穩定，並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
。習近平主席在闡述 「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念和論斷時多次講到： 「
要相互尊重、
平等協商，堅決擯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
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
往新路」。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昨天評論美朝
領導人會晤時表示，美國和朝鮮相互對立甚
至是敵對了多達半個多世紀，今天兩國領導
人能坐在一起進行平等的對話，這本身就是
在創造新的歷史，中方對此表示歡迎和支持
。他說： 「
美朝領導人能舉行平等對話，正
是中方一直期盼和努力的目標。我想任何人
都不會懷疑中國在其中發揮的獨特和重要的

作用，這個作用還會繼續下去。」
特金會成功舉行，朝鮮半島的和平曙光
在望。這背後，有中國二十餘年付出的艱辛
努力。 「中國貢獻」毋庸置疑，值得尊重。

中國是特金會的促成者
金正日時代 「朝核」問題初露端倪，中
國就表明兩點主張：一是半島無核化，二是
通過對話解決 「朝核」問題。在中國的積極
斡旋下，促成了 「六方會談」，進行了多輪
磋商，中國成功說服朝鮮放棄核武計劃，美
國曾答應給朝鮮提供經濟援助。但小布什政
府沒有兌現經濟援助的承諾，且美韓軍演頻
頻進行、步步升級，最終激怒了朝鮮，致使
朝鮮在發展核武的路上越走越遠。
金正恩繼任朝鮮最高領導人後，中國繼
續推動 「
六方會談」，但美朝雙方互不信任
，最終造成 「六方會談」散夥，朝鮮接二連
三地進行地下核試驗，導致聯合國通過決議
制裁朝鮮。即使在半島戰雲密布的艱難時刻
，中國也從沒有放棄努力，並且提出 「雙暫
停」建議，即朝鮮暫停核試驗，美韓暫停軍
演。中國的良苦用心和積極舉措，人所共知。
終於，在今年的韓國平昌冬季奧運會上
，朝鮮釋放出和平的善意，中國力促朝韓首
腦會晤、美朝首腦會晤。就任最高領導人7
年的金正恩第一次出訪就到中國；此後，金
正恩又在遼寧大連市與習主席會晤。中國竭

盡所能為朝鮮的安全、穩定、發展提供幫助
，為維護半島和平做出努力，就連此次金正
恩赴新加坡的來回專機也由中國提供。無論
重大原則框架，還是具體細節問題，都可以
看出中國是特金會的促成者。可以說： 「君
子坦蕩蕩」，絕無私心私利。而朝方也非常
尊重和信任中方，從平昌奧運會邁出第一步
，直至一步步走到新加坡，都與中國保持密
切溝通。

美朝聯合聲明體現「中國主張」
美朝兩國領導人昨天發表聯合聲明，核
心要義有四點：第一，美國和朝鮮將遵照兩
國人民的願望，致力於建立 「新型美朝關係
」，推動和平與繁榮；第二，兩國將共同努
力，建立持久穩定的朝鮮半島和平機制；第
三，朝方重申將遵守2018年4月27日的《板
門店宣言》，承諾繼續推動 「半島完全無核
化」目標；第四，美朝致力於找回戰俘和失
蹤人員遺體，包括立即遣送已確認身份者。
分析四點聲明，可以看出其充分體現了
中國的一貫主張。國與國之間應該建立什麼
樣的關係？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 「要相互
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擯棄冷戰思維和強權
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
與國交往新路」。所謂 「新型美朝關係」，
就是要變以往的 「相互對抗」為今後的 「相
互對話」。 「朝核」問題的核心是什麼？是

安全保證。1953年簽署的是停戰協定，橫亙
在朝鮮半島中部的北緯三十八度線只是一條
「停火線」，從法律層面講，隨時可能開火
。朝鮮的安全得不到保證，美國始終不願意
與朝鮮坐下來面對面地談，卻執意要朝鮮無
條件棄核，就下成了一局 「死棋」。此番聲
明 「建立持久穩定的朝鮮半島和平機制」，
則是一個巨大進步， 「停火線」有望變成 「
終戰線」。 「朝核」問題最終怎樣解決？
聲明指出 「半島完全無核化」。這是有利於
朝鮮半島和平、東北亞和平、乃至世界和平
的重大信號，得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好評。
至於第四點 「美朝致力於找回戰俘和失蹤人
員遺體」，完全是符合人道主義原則和國際
法的做法，相信沒有人對此不滿意。
綜上所述，美朝的四點聲明，明確了締
造半島和平的方向和路徑，充分體現了 「中
國主張」，也是中國極力倡導、推動、期待
的結果。

維護半島和平肯定離不開中國
美朝領導人第一次會晤落下了帷幕。據
悉，特朗普將於今年7月訪問朝鮮，金正恩
將於今年9月訪問美國。半島和平大門已經
打開，未來的路還長。能否一帆風順？不可
知。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都是維護朝
鮮半島和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從朝鮮的角度看，中國最值得朝鮮信任

。第一，中國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是核大國，是朝鮮的近鄰，山水相連，唇
齒相依，大國地位和地緣關係擺在那裏，不
可改變。第二，中朝兩國都實行社會主義制
度，中國是朝鮮最大的經濟援助國，有着 「
鮮血凝成的友誼」，有着 「同志+兄弟」的
深厚感情。第三，朝鮮長期處於封閉狀態，
朋友不多，朝鮮希望學習借鑒中國改革開放
的經驗，發展經濟，富國富民。從美國的角
度看，中國的作用不可或缺。由於中美經濟
聯繫日益緊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然
兩國關係會有波折，但不會走向全面對抗，
中國是唯一可以同時為朝鮮和美國提供擔保
的國家，是平衡朝鮮半島各方力量的 「穩定
器」，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取代中國的作
用。從中國角度來看，習近平主席向全世界
倡導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那麼，保證
家門口不生亂，不僅是題中要義，而且是重
中之重，必須竭盡為之努力。
從美朝峰會成果看 「中國貢獻」，讓香
港同胞再次看到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和
信心，感受到中國的義利觀和真實親誠理念
。作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國一定
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
香港繁榮穩定和持續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外
部環境，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的行穩致遠。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棄核換安全實現與美平起平坐

朝外交勝利 融入國際可期
▼日，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左）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會場
走廊向大家揮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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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市民 日在地鐵站密切關注美朝峰會的新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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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英國《太陽報》、《聯合早報》、中通社報道
：12日，美朝首腦會晤終在新加坡如期舉行。分析普遍認為，朝
鮮在此次會談取得了巨大外交勝利，全球都期待着朝鮮融入國際，
但在具體的重大議題上並未有突破，未來兩國要真正落實協議共識
仍需更多磨合。

新加坡直擊

此次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特金會，可以
看作美朝高層對原則性問題的再確認，但
實質上在重大議題上並未有突破，未來美
朝雙方要真正落實協議共識仍然需要更多
磨合。不可否認，美朝兩國在重大問題上
達成了意向性的共識符合預期，也將成為
未來兩國各層面活動、達成更為細化共識
的一個重要基礎和起點，朝鮮半島的無核
化仍有漫長道路要走。
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教授
凌勝利表示，聲明對美朝雙方最為關心的
兩大問題─朝鮮棄核和美國安全承諾並
沒有比較明確的體現，雙方對此保持了一
定的彈性。美朝之間已經敵對近70年，彼
此信任程度很低，因而也很難達成具有較
大魄力的協議，但從此次特金會整體來看
，兩國總體上也能夠向着 「棄核換安全」
的方向發展。
此次特金會是自1953年朝鮮戰爭的交
戰方在板門店簽署停戰協議以來，美朝最
高領導人的首次會面。自今年3月宣布會晤
消息以來，就經歷了特朗普取消會晤、文
金再度會晤、恢復會晤安排等一波三折的
「劇情」。可見朝核問題之複雜，解決起
來仍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非一日之功。

在中美間小心翼翼
在被問及中美摩擦中，新加坡如何平
衡與兩國之間的關係時，李顯龍承認，新
加坡必須小心翼翼（on our toes）。 「我
們與雙方都是朋友，也希望繼續保持友好

關係。如果中美關係良好，對我們來說最
簡單。當雙方關係緊張時，就會感覺需要
選邊站。這就比較困難，但我們會繼續努
力。」
作為本次峰會主辦國，特金會對於新
加坡來說有多重要呢？李顯龍稱，新加坡
是主人，只負責 「倒茶和倒咖啡」，李顯
龍說， 「我們對於峰會討論什麼，達成何
種成果，都不做參與，但是我們希望通過
提供一個中立的場合，一個雙方都同意的
地點，可以讓峰會達成成果，以扭轉朝鮮
半島過去數月的消極趨勢，讓世界和朝韓
，走上一個新的，積極的軌道。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右）接
▼
專訪
網上圖片
CNN

有分析認為，根據特金會會後簽署的
聯合聲明，美朝承諾建立 「新型美朝關係
」合作在朝鮮半島建立長久穩定的和平機
制。聲明只提及朝鮮承諾 「完全無核化」
，卻沒有談到 「可驗證」和 「不可逆」，
這被視為是美國為爭取朝鮮的合作而做出
的巨大讓步。
此前美國一直要求朝鮮 「完全、可驗
證、不可逆的無核化」（CVID）。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在會前還公開表示，美國以
前受過騙，朝方曾簽署多項棄核協議，最
終都沒有兌現，因此 「可驗證」的去核化
才是關鍵。
作為曾經飽受非議，並鮮為公開露面
的神秘國家領導人，金正恩無疑成為了此
次會晤的最大受益者。這半年來，金正恩
通過外交手段與美國總統面對面平等對談
，媒體也開始將他視作一位真正的國家領
導人，全球都期待着朝鮮融入國際，可以
說是朝鮮外交的一大勝利。
美 國 智 庫 的 朝 鮮 專 家 李 珍 （Jean H.

無核化非一日之功

認真。
李顯龍說， 「如果金正恩認真想談，
美朝雙方或將達成協議。即便無法立即拍
板，也可以繼續回到談判桌，並在某個時
刻達成共識，達成某種協議。」反之，若
有一方認為另一方並無誠意，就沒有開始
的基礎了。

受

被視為真正領導人

Lee）對美媒表示，無論特朗普和金正恩下
一步要談什麼，兩人握手的那一刻將載入
史冊，並讓朝鮮民眾覺得能與美國平起平
坐。

【大公報訊】記者張佳晴新加坡報道
：在美朝峰會召開之際，新加坡總理李顯
龍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首席國
際記者阿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專
訪時表示，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是一名年輕
自信的領導人，希望國家步入新的軌道。
作為東道主，李顯龍在10日和11日分別在
新加坡總統府會見了金正恩和特朗普，他
在12日播出的專訪中說，「（金正恩）希望
有一番作為，所以才會與特朗普見面。」
至於峰會的另一名主角，李顯龍認為
特朗普希望峰會能有積極結果，而其中關
鍵是，美方需要評估金正恩是否態度是否

▼ 日，韓國領導人金正恩
（ 左）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會
面合影
法新社

在會晤正式開始前，特朗普曾多次公
開描述自己對於美朝關係的設想和藍圖，
並以自己的談判技巧自信能夠說服金正恩
實現完全無核化。然而，從文件內容來看
，雙方基本上沒談到太多實質性的問題，
在棄核問題上，金正恩只是重申4月與韓國
總統文在寅所簽的板門店宣言，缺乏具體
內容。

李顯龍：金正恩冀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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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盼向新加坡學習
【大公報訊】記者張佳晴新加坡報道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11日在新加坡表示，
朝鮮願意學習新加坡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
據悉，金正恩10日晚抵達新加坡，11
日金正恩在勞動黨中央副委員長金英哲及
李洙墉、外相李勇浩、人民武力相努光鐵
及妹妹金與正，以及新加坡外長維文與教
育部長王乙康的陪同下，參觀了濱海灣花
園、濱海灣金沙酒店的天空花園及金禧橋
，以了解新加坡的社會及經濟發展情況，
聽取新加坡的城市規範。

金正恩在欣賞市內夜景時表示，新加
坡果然名不虛傳，乾淨又美麗，每個建築
都有特色，更直言 「今後要在各領域學習
新加坡的好知識及經驗」。他其後說，此
次通過參觀充分了解了新加坡的經濟潛力
和發展面貌，對該國產生很好的印象，並
感謝陪同他參觀的新加坡官員及導遊。

星安保招待盡心盡責
12日特金會期間，新加坡武裝部隊還
派出軍艦和直升飛機，為特金會保駕護航

。峰會舉辦地嘉佩樂酒店周邊以及海域被
劃定為特別活動區，不能隨便出入。
相比以往在新加坡舉行的大型國際峰
會，此次峰會會場聖淘沙嘉佩樂酒店與海
岸線之間的距離相當近，負責維持海上邊
境安全的海岸衛隊也肩負更大責任。
除了安保，由於朝鮮面臨經濟制裁問
題，而無法支付相關費用。新加坡總理李
顯龍證實，新加坡將為朝鮮在峰會期間的
開銷埋單。表示希望美朝峰會能達成成果
，而新加坡能有所貢獻，這是應盡之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