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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線勤溝通 大國減摩擦

中國將為大馬建4艘瀕海任務艦

習近平籲各方勿加劇半島緊張
朝或再核試 中美元首月內兩度通話磋商

中企在俄承建單體最大項目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昨日（24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

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這是月內

中美元首第二度通電話。通話中，兩國

元首就朝鮮半島局勢交換了意見。習近

平強調，中方堅決反對違反聯合國安理

會決議的行為，同時希望有關各方保持

克制，避免做加劇半島局勢緊張的事。

專家指出，當前半島局勢高度緊張，中

國正全力謀求和平解決朝核問題，但最

關鍵是朝美雙方啟動解決問題的「開

關」，相向而行。

今日（25日），朝鮮半島局勢又將迎來一個
新的敏感節點——朝鮮人民軍建軍85周年

紀念日。美日韓等國媒體紛紛透過朝鮮核試驗場
的衛星圖像等同猜測，朝鮮可能在建軍節前後進
行第六次核試驗。同時，韓美日六方會談團長會
議也將於今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磋商對朝鮮「挑
釁」共同採取嚴懲措施。3天後的28號，聯合國
安理會將召開朝核問題特別會議。

中方反對違安理會決議行為
在半島局勢高度敏感之際，中美兩國元首昨日
再通電話，這是兩國元首在時隔不到兩周時間裡
第二次通電話談及朝鮮半島局勢。習近平強調，
中方堅決反對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行為，同
時希望有關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做加劇半島局勢
緊張的事。只有有關各方都負起該負的責任、相
向而行，才能盡快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實現半
島無核化。我們願同包括美方在內有關各方一
道，為朝鮮半島和平、東北亞和平、世界和平共
同努力。
特朗普表示，美中雙方就重大問題保持溝通和
協調十分重要。我期待盡快同習近平主席再次見
面，並期待着對中國的國事訪問。兩國元首同意
通過各種方式保持密切聯繫，及時就共同關心的
問題交換意見。

特朗普與安倍通話商朝局
另據日本媒體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時
間23日夜裡，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進行了電話
會談，就日益緊迫的半島局勢相互交換了意見。
報道稱，朝鮮有可能在4月25日朝鮮人民軍建

軍85周年紀念日前後進行彈道導彈發射以及第
六次核試驗，美日兩國政府再次確認相互緊密合
作以共同應對。
《紐約時報》23日稱，美國約翰．霍普金斯

大學朝鮮研究網站「北緯38度」發佈的衛星圖
像顯示，朝鮮東北部豐溪里核試驗場一個隧道洞
口似乎有拖車活動，分析人士認為朝鮮似乎在準
備進行核試驗。韓國《中央日報》22日稱，朝鮮
最近開始安排豐溪里核試驗場附近的居民避難，
「根據先例來看，很可能與核試驗有關。」

韓擬隨「卡爾．文森」號軍演

昨 天 上
午，中美元
首在時隔不
到兩周時間
裡再次通電
話。為什麼
這麼短的時
間內中美元

首兩度通話呢？這個問題也引起
了外媒的好奇。對此，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卻覺得並不奇怪。他輕
鬆地表示，中美作為兩個在國際
上有着重要影響的國家，兩國元
首保持密切溝通，就共同關心
的問題及時交換意見，對兩國
是好事，對國際社會也是好
事。「所以，如果在下一段時
間兩國元首還有類似的溝通，
大家也不要驚訝，這是很正常
的。」
首腦熱線，可謂世界上保密級

別最高的電話線路。資料顯示，
早在1943年，白宮和英國唐寧
街地下的作戰室，就可以進行加

密語音聯繫，但真正能讓兩國元
首直接溝通的熱線，則誕生在20
年後美蘇冷戰期間。1962年的
古巴導彈危機令全世界都捏了一把
冷汗。當時，美蘇兩國領導人的意
圖需要12個小時才能到達對方陣
營。一旦發生危機，還沒來得及溝
通，戰爭可能早已爆發。這場危
機直接促成了美蘇熱線的開通。

大國間成熟溝通模式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首

腦熱線，早已從最初的只見文字
不見聲音，亦成了通電話等更為
豐富的形式。同時，熱線也從最
初主要是在容易出矛盾的大國之
間在非常重要和緊急的情況下才
會啟用的溝通，變成了一種主要
國家之間及時溝通、避免摩擦的
成熟模式。據稱，中國和美國、
俄羅斯、法國之間都建立了元首
熱線。中國和日本、印度則開通
了「總理熱線」。

目前，美日韓和朝鮮互不相

讓，美國方面威脅要用軍事打擊
手段解決朝核問題，朝鮮則強硬
堅持進行導彈試射和核試驗，半
島局勢劍拔弩張。中方主張通過
非軍事的和平手段處理朝核問
題，同時，中方亦堅決反對違反
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行為。要勸
談促和，中美元首通電話必不可
少。更何況，中美還有其他很多
事要談和可以談。
昨天通話中，中美兩國元首同

意，通過各種方式保持密切聯
繫，及時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
意見。可以預見，以後中美元首
還會常通電話。如今，中國早已
高度信息化，普通人的生活工作
都已是以分秒計時的快節奏，外
界不能再用沒有電話的農耕時代
眼光看中國。同樣，對於隔三差
五就發個推特的特朗普來說，打
個電話，接個電話，更是家常便
飯，完全
沒有什麼
稀奇的。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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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俄羅斯衛星網報道，韓聯社發佈消息
稱，韓國國防部代表昨日表示，計劃與「卡爾．文森」號航
母舉行聯合演習。韓國國防部發言人文尚均稱：「目前我們
正在就演習進行磋商。」

朝鮮警告擊沉美航母
報道說，在各方關於航母位置和目標的消息相矛盾的背景

下，可以確定的是，儘管朝鮮可能會做出回應，但航母最終
還是向韓國海岸駛近。
據路透社消息，韓國昨日稱，正就同美軍「卡爾．文森」

號航母戰鬥群舉行聯合軍演與美國進行磋商；在外界擔心朝
鮮可能再次進行核試驗之際，美國「卡爾．文森」號航母戰
鬥群正駛向朝鮮半島附近水域。韓國國防部發言人未就此進
一步說明，只表示正與美國海軍進行協商。
23日，兩艘日本驅逐艦加入「卡爾．文森」號航母戰鬥群

以進行軍演。
朝鮮官方媒體警告稱，如果需要，朝軍準備「一舉」擊沉
美國航母。媒體援引朝鮮勞動黨《勞動新聞》報消息稱，平
壤準備擊沉美國航母「卡爾．文森」號，以此顯示自己的軍
事實力。
《勞動新聞》寫道，「我們的革命力量處於戰備狀態，以

便通過一次性打擊擊沉美國核動力航母。」文章作者將航母
比作「肥胖的動物」並聲稱，對它的打擊將成為「顯示朝鮮
軍隊實力的明顯事例。」

朝再扣一名美國公民
韓聯社23日援引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稱，朝鮮近日

在平壤國際機場扣押了一名試圖離境的美國人。《韓國時
報》報道稱，這名被拘留的男子名叫托尼．金或金盛德
（Kim Sang-duk，音譯），為美籍韓裔，今年50多歲。
報道稱，21日下午，曾任延邊大學教授的金某結束訪朝日

程後在平壤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時被朝方扣留。
美國廣播公司（ABC）援引托尼．金此前供職的朝鮮平壤

科學技術大學（PUST）校監朴贊謨的話稱，被捕男子來自
該校姊妹校中國吉林省延邊大學科學技術學院，過去一個月
客座該校，教授會計課程。
據悉，這是朝鮮當局迄今拘押的至少第3名美國公民，前

兩人分別是被指竊取政治宣傳標語的22歲美國大學生瓦姆
比爾，去年3月被判處勞改15年，以及被指從事間諜活動的
62歲韓裔美籍牧師金東哲，去年4月遭判處勞改10年。此
外，韓裔加拿大籍牧師林鉉洙（Hyeon Soo Lim，音譯）也
被指控犯下顛覆國家罪，判處終身勞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
道）中俄合作正從能源拓展到工程領
域，俄羅斯阿穆爾氣體處理廠項目第二
標段工程昨日在北京啟動。該項目是保
障中俄天然氣供氣協議（東線）的大型
關鍵項目之一，合同金額為25.2億美
元，這是中國石油進入俄羅斯市場的首
個項目，也是中國公司在俄羅斯工程領
域承攬的最大單體項目。

建成後年供華380億方天然氣
該項目建成後，最大天然氣年處理量

達420億立方米。按照合同約定，每年
將向中國供應380億立方米商品氣。
阿穆爾天然氣處理廠是俄羅斯天然氣
工業公司為了保證中俄天然氣供氣協議
（東線）商品天然氣供應、及滿足東西

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能源需
求而建設。該項目是俄羅斯
「西伯利亞力量」管道工程
的配套工程，位於阿穆爾州
斯沃博得內區，距離中國黑
河約200公里。項目包括6列
天然氣淨化生產線、3列氦
液化生產線、3列天然氣凝
液生產線，商品氦產能為1
萬噸/年、乙烷產能為260萬
噸/年、天然氣凝液產能為
160萬噸/年。
俄羅斯在「一帶一路」市

場地位突出、前景廣闊，同時也是一個
相對封閉的高端市場，門檻高、限制
多、管理嚴，且項目處於高寒地區，項
目實施極具壓力和挑戰。今年4月 11

日，中國石油工程建設有限公司
（CPECC）與項目總承包商NIPIgas在
莫斯科簽署阿穆爾氣體處理廠項目第二
標段EPC總承包合同。

中國與歐洲太空局研建月球國際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家國防科技工業局總工程師田玉龍昨日
在西安參加航天會客廳活動時透露，中
國正在與其他國家，特別是歐洲太空局
等探討開展月球國際村的建設。
據介紹，深空探測空間科學是中國航
天正在加速發展的新方向，中國在空間
科學領域已開始加大力度。中國的探月
工程分繞、落、回三步走。「嫦娥一
號」、「嫦娥二號」、「嫦娥三號」已
完成繞、落任務，今年年底將發射「嫦
娥五號」，實現中國奔向月球取樣並返

回的重大使命。

2020年啟動火星探測工程
2018年人類將第一次登陸月球背面，
因為月球背面與地球存在通訊盲區，必
須建立橋樑。人類第一次要實現在月球
背面登陸，探測月球背面的天文物理以
及礦藏環境。後續還有兩到三次任務，
將用「嫦娥六號」進一步進行深化探
測，特別是制定了月球南北極探測，包
括月球南北極月球科研站的建設工作。
中國現在正在與其他國家，特別是歐空

局等探討開展月球國際村的建設。
田玉龍說，中國將在2020年啟動火星
探測工程，火星探測一步實現繞、落探
測，同時初步制定了在2030年前實現火
星探測取樣返回的計劃，更加深入認識
火星。
田玉龍介紹，空間探測特別是深空探

測作為中國航天新的發展方向，中國位於
優先發展領域，同時與國際其他的航天國
家開展合作，使中國能夠更多地探索宇宙
奧妙，認知宇宙世界，給青年一代帶來更
多的科學知識和對世界和宇宙的認識。

■俄羅斯阿穆爾氣體處理廠項目建築工地。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船重工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日前與馬來西亞莫實德船廠公司就馬來西亞瀕
海任務艦項目在北京舉行簽約儀式。根據項目
合同，中船重工將為馬來西亞皇家海軍設計並
建造4艘瀕海任務艦，用於執行巡邏、反恐、
搜救、護漁等任務。這是中國軍貿企業首次向
馬來西亞出口大型軍事裝備，具有里程碑意
義。
根據「中船重工」微信公眾號昨日發佈的消

息，簽約儀式前，中船重工董事長胡問鳴與馬

來西亞莫實德集團總裁倫丁進行了會晤，就該
項目的後續實施交換了意見，達成了共識。雙
方希望發揮各自優勢，在漁業裝備、油氣資
源、新能源分佈式電站、金融服務等領域開展
務實合作。
去年4月馬來西亞亞洲防務展期間，中船重

工和馬國的莫實德船廠就已簽署合作協議，雙
方表示將在馬來西亞國防和海事領域、特別是
針對造船與裝備採購專案開展合作，並着重向
馬來西亞政府推進特殊任務船合作。

國 產 航 母 露 真 容

■中美元首本月內第二次通電話談及朝鮮半島局勢。圖為本月初，習近平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同特朗
普舉行會晤。 資料圖片

■■美軍美軍「「卡爾卡爾．．文森文森」」
號航母號航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備受矚目的中國首艘國產航母逐漸露出「真
容」。在大連造船廠附近碼頭，國產航母艦艏附近已掛起氣球，航母周身已刷上油漆，艦
島上的腳手架亦全部拆除，目前航母的船塢還在注水；碼頭附近，眾多軍迷和當地民眾聚
集在此，一睹航母真容。 圖/文：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