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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各方應珍惜半島緩和局面
面不僅符合半島有關各方共同利益，也
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陸慷說：「在
半島問題和平政治解決進程面臨重要機
遇之際，所有有關各方特別是朝美雙方
應當相向而行，互相釋放善意和誠意，
共同為領導人會晤創造良好條件和氛
圍，為實現半島無核化和長治久安作出
積極努力。」
■新華社

鬥而不破
朝欲扭轉會談焦點
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 3 月決定與朝鮮
領導人金正恩會面後，美國政府和特朗
普本人便不停對內對外推銷這次「外交
成就」，甚至連會談時間地點還未確定
時，便已設想特朗普可能因此得到諾貝
爾和平獎。美媒形容，朝鮮昨日的聲明
對美方無疑是一記當頭棒喝，飄忽不定
的態度也是以特朗普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專家則指出朝鮮重施討價還價的故
伎，並非真心想要退出「特金會」，但
真正目的可能是轉移會談焦點，由美方
關注的無核化議題變為朝方重視的美軍
問題。

美揚言施壓 朝始覺讓步太多
朝鮮自今年元旦以來一直對韓美示
好，平壤多次透過韓國政府傳話，表示
願意接受美軍繼續駐紮韓國，並對韓美
維持例行軍演表示理解，令韓美官員以
至特朗普都傾向認為朝鮮真的改變了。
但朝鮮昨日突然以韓美軍演為由大做文
章，並點名批評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

頓，卻顯示韓美都錯估了朝鮮的真正態
度。
首爾東國大學朝鮮學系教授高有煥
說，朝鮮近期接連作出多項重大讓步，
包括決定關閉豐溪里核試場等，與此同
時，美國卻沒有作出相應讓步，反而繼
續揚言要對朝鮮施以最大壓力，令平壤
當局開始覺得讓步過多，「金正恩最不
想讓人覺得他主動放棄核武器」。

態度突變有先例
朝鮮的談判態度突變其實早有先
例。以往朝鮮參與六方會談期間，都會
借種種理由拖延並迫使華府讓步，分別
是今次會談還未開始朝鮮便已出招。曾
任美國國務院朝鮮半島事務主管的里維
爾說，朝鮮威脅退出談判目的是把會談
焦點轉移到平壤關心的議題上，例如美
韓軍演、美國的威脅，以至美韓同盟
等，迫使美國作出更多讓步換取朝鮮無
核化。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紐約時報》

金與正傳3月至4月誕第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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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朝鮮日報》昨日報道，朝鮮領
導人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
第一副部長金與正，可能在今年 2 月 9
日訪問韓國後不久，誕下第二胎。
韓國情報當局了解到，金與正訪韓時
已懷有8個月身孕，於上月27日韓朝首
腦會談之前生下孩子，也就是說，她其
實是在快將分娩的狀態下，以特使身份
出席平昌冬奧開幕式，並完成 3 日 2 夜
的密集行程。金與正訪韓時腹部明顯隆
起，但她上月陪同金正恩到板門店會談
時，穿着貼身服裝，於會場各處奔走。
另外，金與正在上月韓朝峰會和本月
初金正恩訪問大連時，都作為正式隨行
人員與金正恩同行，唯獨 3 月底金正恩
訪問北京時未有露面，韓國情報當局因
此認為，金與正是在 3 月底至 4 月初之
間分娩。
■韓國《朝鮮日報》

朝突叫停朝韓高級別會談 轟美韓軍演挑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就朝鮮
稱因韓美軍演及美方態度，中止朝韓高
級別會談並重新考慮朝美領導人會晤答
問時說，有關各方應珍惜半島來之不易
的緩和局面，互相釋放善意和誠意，共
同為領導人會晤創造良好條件和氛圍。
陸慷說，當前半島出現的對話緩和
局面來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這一局

「「特金會」」添變數試美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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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特金會」突生變數！朝鮮昨日突然以韓國與美國舉行聯合軍演為
由，臨時宣佈取消原定昨日舉行的韓朝高級別會談，朝鮮外務省第一副相
金桂冠其後更表示，如果美國政府想強迫朝鮮按照「利比亞模式」單方面
棄核，朝方或重新考慮是否參加朝美領導人會晤。美朝韓關係近期大幅改
善，朝鮮日前更宣佈將廢棄豐溪里核試場，如今態度卻突然 180 度轉變，
分析認為平壤除了希望藉此表達對「一步棄核」的不滿外，亦是要測試美
國總統特朗普的讓步底線，並試探特朗普會否真的「拂袖而去」。
意通過對話解決問題，而是企圖將利比亞
及伊拉克的命運強加在朝鮮身上，即把國
家主權完全交給列強掌握。金桂冠更指，
美方將處於核武發展初期階段的利比亞，
與已經躋身擁核國家之列的朝鮮相提並
論，本身就是愚蠢做法。
金桂冠強調，朝鮮已經表明半島無核化
的意願，並多次重申美國結束對朝敵視政策
和核威脅恐嚇是半島無核化的先決條件。如
果美國政府聽從「利比亞模式」等言論，今
後包括朝美領導人會晤在內的朝美關係前景
將如何，「就再清楚不過了」。

■金正恩本月 9 日會見到訪的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 資料圖片
鮮和韓國原定於昨日高級別會談，商
討《板門店宣言》的後續細節，不過
朝方於昨日凌晨 2 時半突然向韓國發出通
報，表示由於韓美從上周五起在韓國全境展
開代號「超級雷霆」的大規模聯合空中軍
演，認為是對《宣言》的「挑戰」，是與朝
鮮半島形勢背道而馳的「軍事挑釁」，因此
決定無限期推遲高級別會談，並指美國也
「應對朝美峰會的命運三思」。

朝

單方面棄核逼朝入牆角
相隔數小時後，朝中社再發表金桂冠的
講話，他批評若特朗普政府只是想強迫朝鮮
單方面棄核，將朝鮮逼入牆角，平壤將不會
再對美朝對話感興趣，也不得不重新考慮是
否舉行朝美領導人峰會。

批利比亞模式 如送主權
金桂冠批評，美國在「特金會」前，向
對話另一方隨意發出極度刺激性的言論，
是「非常不妥當」的做法，讓人感到失
望。他更點名批評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
頓，認為博爾頓此前提出「先棄核後補
償」的「利比亞模式」棄核方案，不是有

分析：朝抬高身價爭籌碼
朝鮮的連串表態猶如為近日回暖的美朝
韓關係潑下一盆冷水，韓聯社分析認為，朝
方是想藉此表達對「利比亞模式」的不滿，
抬高身價以期在未來的談判中佔據有利位
置，包括敦促美國政府改變對朝態度，並要
求美方首先採取措施保障朝鮮體制的安全。
分析也指出，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是在利
比亞「強人」卡扎菲下台被殺後不久上台，
平壤多次以卡扎菲的死作為發展核武的理
由，因此美方提出「利比亞模式」自然容易
引起朝方反彈。特朗普多番將「特金會」吹
噓為重大外交成就，如果會面最終取消，對
特朗普的聲望將造成重大打擊。

美續籌備 韓表遺憾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諾爾特昨日表示，暫
時沒有收到下月會談生變的消息，強調會繼
續籌備會面。韓國統一部發言人白泰鉉則對
平壤取消高級別會談表示遺憾，認為此舉有
違《宣言》精神和宗旨，希望朝方盡快作出
回應並重啟會談。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韓聯社/《紐約時報》

朝外務省三朝元老 核談判歷史「活證人」
朝鮮外務省第一副相金桂
冠昨日發表講話，批評華府
鷹派高官的「利比亞模式」
言論，並揚言重新考慮朝美
首腦會談，引起國際關注。
年屆 74 歲的金桂冠雖然只是
朝鮮外務省第二把交椅，但 ■金桂冠
他卻是外務省內
的三朝元老、朝核問題談
判的老手，經驗甚至
比現任外相李容浩更
豐富，韓聯社便形
容，金桂冠堪稱是
朝美核談判
歷 史 的
「活證
人」
。

金桂冠畢業於平壤外國語
大學，早年獲時任朝鮮外
相、現任最高人民會議常任
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賞識加
入外務省。金桂冠早於 1980
年代已經為朝韓同時加入聯
合國問題，多次出席聯合國
會議。他曾為朝鮮前領導人
金日成夫人金聖愛當法語翻譯，1992 年曾
經參加朝美首次高級別會談，1993 年第一
次朝核危機後，金桂冠也曾參與對美談判，
包括1994年朝美核框架協議的簽訂。
多次訪美經驗讓金桂冠成為朝鮮外務省
內少有的「美國通」，他亦自此幾乎主導朝
鮮所有對美談判，1995 年起升任主管對美
事務的副外相，並自 2004 年起長期擔任朝
鮮代表團團長，參與了第二輪至第六輪的六
方會談，相反李容浩要到 2007 年才首次出
任代表團副團長。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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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外長訪歐救核協議 稱會談有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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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退出伊朗
核協議後，伊朗外長扎里夫頻頻
出訪其他協議簽署國 ，尋找出
路。繼先後會見中國外長王毅和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後，扎里夫
前日抵達比利時布魯塞爾，與英
國、法國和德國外長會面。扎里
夫表示，與歐盟就挽救核協議的
路透社 會談有「好開始」，並期望數周

內取得進展。
伊朗曾要求有關核協議的討論，
不應與伊朗導彈開發計劃和中東地
區事務扯上關係，並稱除非歐盟保
證伊朗可以繼續受惠於核協議的經
濟利益，否則將恢復「無限制地」
提煉濃縮鈾。扎里夫會晤英法德外
長後表示，對方稱會確保伊朗繼續
受惠於核協議，並認同核協議的履

行與其他議題無關。
歐盟外交事務專員莫蓋里尼與
扎里夫會面後，宣佈推出 9 點經
濟計劃，在不違反美國對伊朗制
裁的框架下拯救核協議，包括確
保伊朗能夠對外出售石油和天然
氣、取得國際融資，同時保護與
伊朗貿易的歐洲公司。
■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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