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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美领导人历史性握手
双方签署联合声明 确定半岛无核和平目标
据新华社新加坡 6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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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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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12 日表示，
朝
美相互对立甚至敌对半个多世纪，两国领导人能
坐在一起、平等对话，本身就有重大和积极意义。
希望双方领导人就推进和实现半岛无核化、推进
并建立半岛和平机制达成基本共识，迈出实质性
步伐。
在寻求安全稳定、合作共赢的时代趋势下，
朝鲜半岛今年年初起出现对话缓和势头。这次
会晤之前，中朝、朝韩、韩美领导人分别举行了双
边会晤，共同推动半岛迎来走向无核、和平、繁荣
新时期的历史性机遇。

6 月 12 日，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新华社发）

朝美领导人狮城首会 半岛和平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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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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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需相向而行

地址：
南湖支路 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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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吊车、
叉车出租

起步价：200

8582345

老字号
长途搬家，
公司搬家，
搬钢琴、
空
调、
家具拆
装等。

柴桑大市场联铺，246m2，168 万；华东市场
79m2两层68.8万年租34000；二亩地中信银
行80.55m2，168万，包税，月租7000；大中路
步行街162.82m2，1280万年租80万；三里街
庐峰小区76.17m2，53万。15870869258

叉车出租 2-10t

张机医馆
提前发现脑梗、
脑中风，
中医治高血压、
糖
尿病、
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
13320025312

搬家起步价：
200 元

毛家饭店 8989789/8770707
尚鱼餐厅 8212877/8356009
市浔阳区内 非诚勿扰15707925558

诚聘投递员

都 市 情 缘

九江日报社诚聘投递员，工
作地点为浔阳区老城区片
区，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
联系人：杨莉 联系电话：15001029575
自己有摩托车、电瓶车。试
用期三个月，一经正式录用，
可为其购买社会养老保险。
联系人：13907920605（城
东发行站蔡站长）。

市内某门诊部科室寻求合作

搬公司、
搬厂、
专业搬
钢琴、
空调拆装、
起重、
长短途搬家。

大型幼儿园转

13979214481
15170993505

招数学、书法老师及暑假工若干名。
联 系 电 话 ：18970225093 刘 老 师

喜洋洋搬家

822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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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新加坡 6 月 12 日电 ）

智享会文化招聘

黄金屋商铺王
前进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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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味水立方 家宴首选 8553379
● 食品药品监督：12331

荣华棋院

九江市一家拥有职业棋手
担任教练的围棋培训机构。
电话：1332002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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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9214481
15170993505

没有婚托的婚介

97040 丧偶女，76 年，165cm，本科，事业单位
工作，月薪 6000 元，有房、车，传统女性，温婉
内秀，感情专一，身边带一女孩。觅:有稳定工
作，重情、有义的男士。
97007 未婚女，87 年，165cm，独生女，体型高
挑 ，相 貌 出 众 ，会 做 家 务 ，微 商 ，父 母 双 职 工。
觅:75 年后出生，未婚或离异的经商男士。

海量信息 真实保密 假日不休！招聘红娘
网址：WWW.0792love.com
百合老师：8123820 QQ：2224386035
肖总电话：13879260948（可加微信）
地址：烟水亭电信营业厅附近大交通巷三楼（大华牙科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