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12日就朝美领导人会
晤发表声明， 对会晤取得的成果
表示欢迎和支持。声明全文如下：

朝美领导人会晤顺利举行并
取得了积极成果。 这是推动朝鲜
半岛无核化和政治解决进程取得
的重要进展。 我们对朝美两国领
导人作出的政治决断表示高度赞
赏， 对会晤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
和支持， 对有关各方为推动会晤
取得成功所作努力予以积极评价。

实现半岛无核化， 结束持续
六十多年的敌视与对立， 谋求半
岛和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符
合时代发展潮流， 也是国际社会
的普遍呼声。 此次朝美领导人会
晤及其取得的成果， 是向着上述

目标迈出的正确而重要的步伐。
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

坚持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 坚持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为此作
出了不懈努力。 一段时间以来，
半岛形势出现的重大积极变化，
特别是朝美领导人会晤取得的成
果， 符合中方期待。 我们希望并
支持朝美双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
达成的共识， 推进后续协商， 进
一步巩固和扩大成果， 使政治解
决半岛问题成为可持续、 不可逆
的进程。

中方作为半岛近邻和重要一
方，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致力
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
平机制。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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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
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１２日在新加
坡圣淘沙岛举行首次会晤。 双方
签署联合声明， 就朝美关系、 朝
鲜半岛和平机制及半岛无核化等
问题作出承诺。

分析人士指出， 朝美首次领
导人会晤取得了积极成果， 为双
方逐步建立互信奠定了良好基
础。 真正实现半岛持久和平， 需
要双方抓住契机 ， 继续相向而
行， 坚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 而
这一目标注定不会一蹴而就。

指明努力方向
金正恩和特朗普当天在经过

将近５个小时的会晤后， 签署了
联合声明。 双方宣布， 将努力建
立新的朝美关系， 构建朝鲜半岛
持久稳固的和平机制。 朝方重申
对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承诺。 为推
进落实会晤成果， 朝美承诺后续
将举行高级别谈判。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１２
日在北京对记者表示， 朝美相互
对立甚至敌对半个多世纪 ， 今
天， 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能够坐在
一起， 进行平等对话， 这本身就
具有重大和积极的意义， 就是在
创造新的历史。 中方对此当然欢
迎和支持， 因为这是中方一直期
待和努力的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刁大明认为， 此次会晤的
重要性在于， 双方领导人在方向
上形成共识， 彼此确认了和平解
决半岛问题的诚意和决心， 为未
来进一步展开各层次具体沟通与
互动提供了基础。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
系教授王生认为， 朝美在此次会
晤中达成共识， 打开了朝鲜半岛
的“和平之窗”，为朝鲜半岛实现
无核化与和平发展提供了契机。
如果双方沿着当前的道路继续走

下去， 半岛紧张局势将得到有效
缓和， 这也将给整个东北亚地区
局势带来积极影响。

仍需相向而行
朝美联合声明为解决半岛核

问题确定了一个积极的总体框
架， 但其中没有详细阐释如何建
立半岛和平机制与实现无核化的
具体路径。下一步，通过对话解决
这些具体问题， 确保声明内容得到
有效落实， 将成为包括朝美在内
所有朝核问题相关方的重要任务。

分析人士指出， 美方此前曾
要求朝鲜在短期内彻底弃核，但
从此次会晤成果看， 其态度在向
更加务实的方向转变， 认识到半
岛无核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为
双方进一步对话创造了条件，但
也不能因此过于乐观， 因为朝美
目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在明
显分歧。

例如，美方要求朝方“完全、
可验证、不可逆”地弃核，然后美
方再解除对朝制裁； 朝方则主张
半岛以“阶段性、同步措施”方式
实现无核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所长郑永年认为， 从此次朝美领
导人会晤来看， 双方都很务实，
都有所妥协， 这对双方来说是很
好的开端。 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 半个世纪的争
议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解决。
无核化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 要
有一阶段、 二阶段、 三阶段这样
的过程。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指出， 为
确保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 朝美
双方及国际社会都应珍惜今年以
来半岛局势难得的缓和趋势， 相
向而行， 共同推动半岛无核化和
政治解决进程可持续走下去。

６月１２日上午， 新加坡圣淘
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外廊连接
处， 红毯铺就。 ９时刚过， 朝鲜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美国
总统特朗普同时出现在长廊两
端， 相向而行。 特朗普率先伸出
右手， 与金正恩的手握在一起。
十秒的握手， 在多国记者的快门
声中定格。

这是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朝
美两国在任领导人的第一次握
手。 在全球关注的目光中， 两国
迈出了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
重要一步。

朝美领导人会晤前夕， 朝中
社说，改变的时代，需要建立崭新
的朝美关系、 构建半岛持久和平
机制、实现半岛无核化。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１１日表示， 此次朝美领
导人会晤是“真正的和平任务”。

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看来 ，
此次会晤重要之处在于让局势发

展步入新轨， 这有助于地区安全
与稳定。

朝鲜战争后， 朝美双方一直
处于军事对峙状态。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 双方的矛盾围绕半岛核
问题持续激化， 半岛局势时常剑
拔弩张。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朝美领
导人直接对话， 有助于推动朝鲜
半岛无核化的政治解决进程。今
年以来，中朝、朝韩、韩美领导人
分别举行会晤， 在各相关方的努
力下，朝美领导人会晤成为可能。

即便如此 ， 会晤仍一度取
消。 金正恩和特朗普１０日先后抵
达新加坡， 双方工作组１１日还在
进行最后的磋商。 尽管两位领导
人在分别会见李显龙时均表达了
对会晤的期待， 尽管他们分别下
榻的酒店相距只有几百米， 但直
到１２日金正恩和特朗普的手握在
一起， 人们才相信这一历史时刻

成真。
落座会场内，特朗普说，初次

见面感觉“非常好”，“我们会有很
棒的关系，我对此毫无疑问”。

听到这句话， 金正恩脸上露
出笑容。 他说， 双方走到这一步
不容易 ， 之前有许多束缚和障
碍 ， “但我们克服了束缚和障
碍， 来到这里”。

“的确如此。” 特朗普说， 并
再次和金正恩握手。

外界期望， 朝美领导人会晤
能够开启对话推进政治解决朝鲜
半岛问题以及半岛无核化的新进
程。 本次会晤是迈向这一目标的
重要一步， 但也只是一步。

圣淘沙， 在马来语中有和平
安宁之意。 圣淘沙岛上， 朝美领
导人实现了历史性会晤， 但要实
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安宁， 双方仍
需继续相向而行， 通过言行释放
诚意、 建立信任和落实共识。

新加坡圣淘沙岛１２日成为全
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朝鲜国务委
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
朗普在这里相向而行， 同时迈出
政 治 解 决 朝 鲜 半 岛 问 题 的 重
要一步。

长期敌对的朝美两国当天举
行首次领导人会晤， 就朝鲜半岛
无核化及和平机制构建等事务展
开磋商。

当地时间上午９时许，圣淘沙
岛上的嘉佩乐酒店庭院红毯铺
地。红毯中央，金正恩和特朗普在
持续不断的照相机快门声中握手
问候。

落座会场后，特朗普说，期待
会谈能够取得成功， 相信双方能
够建立良好关系。金正恩表示，今
天走到这里不容易， 双方克服了
许多障碍。

两人随后再次握手， 脸上露
出笑容。 特朗普向金正恩伸出大
拇指。

国际问题专家认为， 经历数
十年政治隔绝和军事对峙后， 朝
美领导人飞越重洋 ， 面对 面 坐
到 谈 判 桌 前 ， 是 朝 鲜 半 岛 紧
张局势走向缓和的又一标志 ，
有 望 进 一 步 开 启 半 岛 和 平 机
遇之窗。

按计划， 朝美领导人本次会
晤为期一天。 双方先后举行领导
人单独会晤、 大范围政府会谈以
及共进工作午餐。 半岛无核化的
方式与时间表， 以及美方如何向
朝鲜提供安全保障等预计成为会
晤焦点议题。

舆论认为， 朝美长期缺乏互
信且在多项关键事务上存在 “鸿
沟”，会晤过程和结果都充满 “最
后一分钟”悬念。正如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所说，朝美领导人面临“艰
巨任务”，难以“一蹴而就”，但这
次会晤是双方走上对话道路的
“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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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日下午， 在新加坡圣淘沙
岛上的嘉佩乐酒店， 朝鲜国务委
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
朗普微笑着交换签字文件， 在闪
光灯下再次握手。

金正恩和特朗普当天在这里
举行朝美在任领导人历史上首次
会晤， 并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

根据特朗普在签字现场向媒
体展示的联合声明文件， 朝美将

努力 “建立新的朝美关系”， 以
及 “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
机制”。 特朗普承诺为朝鲜提供
安全保障， 金正恩重申对 “朝鲜
半岛完全无核化” 的承诺。 为推
进落实会晤成果， 朝美将举行高
级别政府代表团谈判。

金正恩在签字仪式上说， 通
过此次会面， 双方将抛弃过去，
迎来 “新起点 ”。 特朗普指出 ，

联合声明内容 “非常广泛”， 美
朝关系将进入与过去截然不同的
局面。

特朗普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
的记者会上说， 将推动尽快启动
半岛无核化进程， 但无核化将是
长期过程， 美方在半岛核问题解
决前将继续保持对朝制裁。 他还
说， 期待美朝建交， 但目前还为
时尚早。

朝美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
特朗普：期待会谈能够取得成功 金正恩：今天走到这里不容易

朝美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 确定半岛无核和平目标

和平， 相向而行

朝美领导人狮城首会半岛和平还有多远

中国外交部就朝美领导人会晤发表声明

朝美领导人会晤取得的成果符合中方期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
朝 美 领 导 人 寻 求 政 治 解 决 方
案 的 努力值得赞赏 。 他感谢为
此次会晤创造条件而做出贡献
的相关各方， 希望各方抓住机
遇， 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 繁
荣、 安全以及可核查的无核化提
供支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社交
媒体表示， 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已
创造历史， 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
是 “历史性的”， 将开启一段新
的关系。 美方将为落实两国领导

人签署的联合声明开展工作。
韩国总统文在寅发表声明

说， 对朝美领导人会晤取得成功
表示祝贺， 对两国领导人的勇气
和决断表示赞赏。 韩国将与国际
社会合作， 推动朝美签署的联合
声明得到落实。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此
次朝美领导人会晤以文件形式确
认朝美双方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努
力的意愿， 日本对此表示支持。
他还指出， 各方将加强合作解决
半岛无核化等问题。

各方反应

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