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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調為外交勝利 朝美緊張關係徹底轉變

熱報世紀之會朝媒鋪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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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民眾對朝鮮去核化的看法

▼日，朝鮮平壤地鐵裏的民眾正在圍觀朝鮮《勞動新聞》中關於特金會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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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民眾對於特金會出現的不同結果預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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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落實前景存不確定性

▲

朝鮮官媒將特金會定調為朝鮮的一場勝
利，官方報紙的頭版標題以 「世紀之會」來
形容峰會。據朝中社報道，特朗普表達了停
止美韓聯合軍演的意向、提供朝鮮安全保證
，並將隨着關係好轉解除制裁，代表兩國的
緊張關係出現 「徹底轉變」。

經濟自由化和改革之路是真誠的。但也有分
析認為，建議從美國方面來證實朝鮮的報道
，應對朝鮮官媒的報道持保留態度。
朝中社的報道中還提到，金正恩和特朗
普互邀對方訪問本國，兩位領導人均 「欣然
接受」對方的邀請。

特金「欣然接受」互訪邀請

特朗普發推感謝金正恩

朝鮮《勞動新聞報》在周三的六頁版面
中，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照片擠滿了前三頁，
報道了兩人在新加坡峰會握手、坐在一起和
並肩走路的情景。其他幾頁則顯示了美朝官
員舉行擴大會議、工作午餐，以及特朗普和
金正恩隨後簽署標誌着峰會結束的聯合聲明
的情況。
朝中社在報道中稱，金正恩表示如果美
方採取 「真誠措施來建立信任」，朝鮮將繼
續採取 「下一階段的其他相稱善意措施」。
《金融時報》分析，朝鮮官方媒體盛讚
特金會，似乎讓外界感到，金正恩一再承諾
的放棄核武器並讓這個與世隔絕的國家走上

13日，特朗普在推特發文稱： 「全球向
可能發生的核災難後退了一大步！不會再有
火箭、核試驗或核研究了！被扣押的公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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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了。謝謝你金委員長，我們共度的這一
天將被歷史銘記！」並表示，朝鮮放棄核武
發展經濟，融入國際交流，意味着朝鮮將有
無限可能。金正恩如今正面臨着為朝鮮社會
帶來安全和繁榮的機會。
有分析認為，平壤當局近期已開始為改
革開放做 「鋪墊」。朝鮮媒體最近不僅提及
「改變了的時代」，還暗示國家經濟政策將
要發生重大變化。換而言之，改革開放。
在特金會前，《勞動新聞》的讀者們還
讀到了一則不尋常的社論：朝鮮應與其他國
家接觸。 「形勢要求所有國家和人民建立公
平的國際關係」。該篇社論還引述了領導人
金正恩的講話： 「只要所有國家和人民保持
獨立，相互尊重，我們就能建立公平的國際
關係，打造一個真正獨立、和平與友善的世
界。」

媒體中心
攝
去樓空的
者張佳晴
大公報記

新加坡人
▲13日，

【大公報訊】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新華社報道：朝鮮領導人金正
恩與美國總統特朗普12日在新加坡舉行
兩國在任領導人史上首次會晤，並簽署
了聯合聲明。多國專家認為，此次會晤
以及聯合聲明的簽署是半島與東北亞和
平的重大進步，但聯合聲明的落實前景
仍具不確定性。
「我們正在見證一個 『國際政治家

▲12日，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左）與
美國總統特朗普親切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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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的發展過程。」BBC引述前美
聯社平壤分社社長李伊（Jean Lee）表
示。 「2010年剛上台時他還是外界所知
甚少的接班人，現在亮相國際舞台的形
象與當時那個他已經相去甚遠。」
韓國慶南大學遠東問題研究所教授
李相萬分析認為，美朝針對半島無核化
、改善兩國關係等問題在大框架下達成
一致，兩國領導人直接見面減少了互不
信任和猜疑，從這兩個層面來說此次會
晤意義重大。
但也有專家認為，聲明的落實前景
仍有不確定性。美國外交關係學會韓國
問題高級研究員斯科特．施耐德表示，
美朝雙方還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包括
如何落實聲明中釋放的善意信息、美國
何時終止對朝制裁等等。但美朝能夠實
現領導人會晤，很大程度上也是實現了
中國倡議的 「雙暫停」，未來通過進一
步鞏固和擴大成果，可使政治解決半島
問題成為可持續、不可逆的進程。

吃完散水飯仍有記者堅守崗位
【大公報訊】記者張佳晴新加坡報
道：13日，在 「特金會」落幕後，原本
坐滿各國傳媒的新聞中心也開始冷清起
來。此前，二樓辦公區一位難求，每個
座位都 「有主」，空位也會有人留名霸
佔。但當天辦公區只剩下不到50人，留
守的為大多是來自日韓港台等周邊地區
的傳媒記者。
新聞中心由F1維修中心改建，耗
資4000萬新加坡幣，在2007年動工後10
月內完成，佔地2.3萬平方米。每年F1
大獎賽，維修中心為車隊提供36個修車
廠，比賽控制設施，頒獎台等，可容納

4000人。此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曾表示，
如果和金正恩對話融洽，峰會可能將延
續一天，因此不少傳媒都預定14日的飛
機離開新加坡。13日仍有不少記者堅守
在 「崗位」上，有日本記者還在寫稿子
，也有台灣女主播以新聞中心為背景做
最後的直播。
雖然12日晚已經提供了 「散水飯」
，但國際媒體中心到13日下午6點才 「
打烊」，餐飲服務也維持到下午2點半
。但時間一到，一樓的餐飲中心已經開
始拆除，預計大樓很快將恢復F1維修
中心的原貌。

USB接口風扇惹間諜戰疑雲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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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張佳晴新加坡報
道：特金會前，每位抵達國際媒體中心
報道的傳媒人員都會獲贈一個小禮包，
裏面內容包羅萬象，當中印有美國總統
特朗普和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頭像的
筆記本，手搖扇和純淨水一度成為熱門
話題。在 「特金會」結束後，傳媒小禮
包卻又意外的成了國際媒體報道的對象
，這一次的主角原本相當不起眼，但現
在卻被渲染得似乎很可疑，連新加坡新
聞部都驚動要出來闢謠。
主角是只有一片扇頁和一個USB接
口的小風扇，是主辦方為天氣炎熱，貼
心地準備的降溫消暑 「神器」。不料，
英國BBC稱，這個USB設備可能帶有惡
意軟件。有報道指，美國《華盛頓郵報
》記者格爾曼（Barton Gellman）還告誡
同行，不要把這個USB設備插入電腦或

品

【大公報訊】據中央社報道：特金會 的好處，並提出一種朝鮮半島和平且繁榮
落幕，特朗普會晤前就已製作完成，融合 的願景。
了荷里活風格和政治宣傳視頻公開後，引
在影片放映過程中，一名解說員說，
發網友關注熱評。不少網友留言表示，
「過去並不一定是未來」，畫面是被非軍
看 到 了 朝 鮮 未 來 的 經 濟 發 展 潛 力 和 城 市 事區分隔的朝鮮半島，接着解說員表示，
藍圖。
「
一個新世界可望從今天開始。」
影片包括了荷里活和電影宣傳的特點
，並以管弦樂做背景，幾乎全由庫存的畫
面和舊新聞片段組成，包括了特朗普和金
正恩微笑的影像，配以有英文版和韓文版
。視頻暗示，如果朝鮮放棄核武將有更繁
榮的未來。
特朗普對此次製作的宣傳影片自信 「
覺得他（金正恩）喜歡」，在12日會晤當
天，金正恩和其他朝鮮官員一起觀看了這
段4分鐘的視頻。而白宮官員也在特金會後
的記者會上，安排為媒體記者播放了該段
▲12日，特金會後公開的白宮為金正恩
視頻。這名官員說，視頻是由美國政府製
特製視頻
網上圖片
作，正是用來協助特朗普說明全面非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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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朝中社、英國廣播公司及路透社報道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12日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新加坡
會面，全球媒體鋪天蓋地報道這一歷史性事件。13日，
朝鮮媒體將此次會晤稱為 「世紀之會」 ，表示金正恩進行
歷史性會面後，同意朝鮮半島無核化需採逐步方式進行，
並指特朗普作出了一些讓步。同日，特朗普在推文感謝金
正恩，稱全球無核化又前進了一大步。

帶回國內，最好是扔進垃圾桶。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引述意大利《晚
郵報》報道稱，在2013年的G20峰會期間
，俄羅斯至少發放了300件此類物品，後
被披露為間諜設備，其中就包括免費送
的U盤。
據悉，此次傳媒小禮包由新加坡通

訊及新聞部（MCI）提供，內裏物品來
自各個不同合作商家。MCI發言人接受
採訪時表示，風扇是一個沒有任何儲存
和處理功能的簡單設備，由聖淘沙發展
局贊助，原為 「聖淘沙之友」會員贈品
，當局認為風扇對於在熱帶採訪的傳媒
來說，是貼心的禮物。
本次一共有2500名新加坡國內外的
記者登記進入國際傳媒中心，自10日中
心開放以來，每天都有不少傳媒同行在
這裏埋頭苦幹，不過因為新加坡室內冷
氣相當足，使用這個USB小風扇的人寥
寥無幾，必要時還需要穿長袖服裝 「禦
寒」。
大公報記者13日在媒體中心隨機採
訪幾位同行，大家都表示沒有留意到有
個USB小風扇，認為間諜軟件之說有些
誇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