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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朝朝峰 會峰 會A5 ■責任編輯：楊洋

美國總統特

朗普與朝鮮領

導人金正恩明日早上9時將於新加坡聖淘沙

嘉佩樂酒店舉行歷史性會談，就朝鮮無核

化以及今後美朝關係展開磋商。峰會舉行

前，美方一直嘗試進行期望管理，外界亦

預計峰會不會有太大實質成果。專家相

信，只要特金兩人能在談判桌坐到最後一

刻，並就未來保持接觸達成共識的話，這

次峰會便已經算是成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 新加坡報道

只要傾到尾
已經算成功
外界料無實質成果 能否「再議」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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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主要議題分歧
無核化
美：美國要求朝鮮以「完全、可驗證
及不可逆轉」(CVID)方式棄核，即要
求朝鮮完全廢棄核計劃，並剝奪朝鮮
未來再製造核武的能力。

朝：朝鮮在《板門店宣言》承諾推動
完全無核化，但沒有闡明如何實現。
同時，朝鮮一向主張「半島無核
化」，即自身無核同時，亦要將韓國
排除在美國的核保護傘外。

棄核步驟
美：特朗普曾表示朝鮮無核化可以按
部就班，國務卿蓬佩奧也表示朝鮮可
在採取無核化步伐後獲得援助。

朝：朝鮮表明不會接受「利比亞模
式」，即把核武運出國外換取放寬制
裁，但願意分階段棄核。

要求與籌碼
美：特朗普多次表示可以協助朝鮮發
展經濟，但美韓均多次重申軍事合作
不變。

朝：要求削減駐韓美軍及美韓軍演規
模，簽署和平條約，美國承認朝鮮地
位及放寬制裁，最重要是確保朝鮮體
制安全。

由於美朝對「無核化」的定義至今仍有很大分
歧，一般相信雙方不可能單靠一次籌備時間相

對倉促的會談達成共識，特朗普會前也表示，峰會可
能只是連串會談的第一場，只要雙方談得攏，便不排
除邀請金正恩稍後到美國再議。因此，能否就「再
議」達成共識，已經成為這次峰會的關鍵。

恒常接觸助加深認識
曾於克林頓政府時期負責對朝談判的加盧奇簡單概括
了這次峰會成功的條件：「只要雙方不會因為對方的言
行而提前打道回府，並就繼續接觸達成籠統協議便
可。」曾於3月到斯德哥爾摩與朝鮮官員會談的華盛頓
智庫「新美國」總監迪馬喬則認為，只要雙方能就「無
核化是最終目標」達成共識，便可算是峰會最佳成果。
專家認為，如果美朝要保持接觸，便應該在現有交

流渠道外，成立恒常化對口，例如在華盛頓和平壤開
設聯絡辦事處。曾於美國國務院負責核裁軍和核不擴
散多年的威特認為，美朝恒常接觸和談判有助加深認
識：「當事情進展順利時，持續地討價還價很重要，
你不能間中才來講一下價，必須是持續地進行。」
迪馬喬認為，美國的首要目標應該是將朝鮮放棄核武
和洲際彈道導彈這項目標，以白紙黑字寫下來，並就美
朝互設聯絡辦事處達成共識，維持今後繼續接觸。

分析稱金正恩非示弱
雖然外界難以得知朝鮮在這次峰會的目標和底線，
但分析認為金正恩願意談判絕非示弱，相反是因為核
武在手的「底氣」，美國不應該一廂情願地以為朝鮮
有求於己。一度被視為美國駐韓大使人選的車維德指
出，在朝鮮採取實際行動前，美方不應自揭底牌，也
不應過早作出太多讓步，特朗普尤其應謹記他本人的
「談判原則」，即永遠不要比談判對手更渴望談判。
專家認為，美朝雙方現階段都可以作出某程度讓步

來展示誠意，例如朝鮮可以容許國際監察人員視察核
設施，包括上月宣稱已廢棄的豐溪里核試場；美方則
可提出與朝鮮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同時提出減少在半
島地區軍演，移師至夏威夷舉行，藉此降低平壤對自
身安全的憂慮。

美國總統特朗普強調朝鮮必須實施
完全無核化，否則不會解除對朝制
裁。但分析指出，由於朝鮮近期先後
與韓國及中國領導人會面，彼此關係

發展迅速，若美朝峰會談不攏，特朗
普亦難以在外交上孤立對方。
美國官員曾表示，包括俄羅斯、中

國和韓國在內，大部分國家均同意維
持對朝制裁，華府亦已說服逾20個國
家中斷或降級與朝鮮的外交關係。但
路透社指出，由於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近期與中韓兩國領袖舉行峰會，加上
明日舉行的美朝峰會，政治上孤立朝
鮮似乎已行不通。

開放政策贏多國支持
韓國國立外交院教授金賢昱(譯音)

表示，朝鮮近期採取的外交開放政策
贏得不少國家支持，直言特朗普「最

大施壓」政策難再奏效。而在朝韓關
係回暖下，韓國官員上周五前往朝鮮
開城工業園區視察，部分韓企上周四
亦和朝鮮專家舉行會議，商討兩國潛
在合作計劃。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上月底到訪

朝鮮，邀請金正恩訪問俄羅斯，與
俄總統普京會面。俄羅斯一向對美
國制裁朝鮮持懷疑態度，海參崴遠
東聯邦大學教授盧金表示，即使美
朝峰會失敗，兩國緊張關係升溫，
俄羅斯亦不可能支持華府新一輪對
朝制裁，若之前通過的制裁繼續有
效，俄方亦可能尋找漏洞，盡量採
取較溫和的制裁措施。

先與中韓會面 美勢難孤立朝

朝鮮目前基建設施不足，製造業
發展停滯不前，即使美國同意解除
對朝制裁，外國投資者是否有信心
到朝鮮投資，仍是未知之數。然而
有新加坡投資者認為，朝鮮擁有大
量廉價勞動力，並接近韓國、俄羅
斯和中國等龐大市場，形容朝鮮
「到處充滿機遇」。
投資者羅傑斯表示，朝鮮急需大

量基建，商機龐大，「朝鮮就像
1980年代的中國，將成為未來20年
全球最令人振奮的國家。」
他認為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曾留學

瑞士，知道外面有一個不同的世
界，希望能吸引外資到來，最大
問題反而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
策難以預測，令投資者對朝鮮卻
步。

朝鮮除有廉價勞動力外，還擁有
豐富礦物資源。首爾的朝鮮資源
研究所於 2013年估計，朝鮮的礦
物蘊藏量總值達6萬億美元（約47
萬億港元），但因經濟制裁而未
被開採。
不少韓企期望開拓朝鮮市場，經

營礦業的 SM集團已成立特別小
組，評估朝鮮的礦物資源，希望搶
先投資。其他多間企業亦積極準
備，一旦美國解除制裁，能立即在
朝鮮市場分一杯羹。

朝充滿商機 投資者覬覦

朝鮮半島局勢近期明顯緩和，但
駐韓美軍繼續在接壤朝鮮的邊境地
區積極演練，軍方表明必須為所有
情況做好準備。

稱為一切可能做準備
英國天空電視台記者獲准採訪駐韓

美軍演練，拍攝到美軍駕駛坦克進行
訓練，熟習邊境地區的崎嶇地形。
美軍中校科里爾表示，軍隊必須為
一切可能性做好準備，就算今晚需

要作戰，也可立即應戰。另一軍官稱，雖
然朝鮮半島有望迎來和平，但事實是局勢
可能出現逆轉，美軍不會停止備戰。
一旦宣佈半島結束戰爭狀態，駐韓美軍
會否撤走備受各方關注，建陽大學教授金
泰宇(譯音)表示，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無須要
求美軍撤走，因為只要美朝簽訂和約，韓
國社會自然會湧現要求美軍撤走的呼聲。

■女記者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前用手機進行
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家昌 攝

■■特朗普入住的香格里拉大酒店特朗普入住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保安在昨日早保安在昨日早
段時間未算森嚴段時間未算森嚴。。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家昌香港文匯報記者余家昌 攝攝

■特朗普乘專車前往酒店。 法新社

■■駐韓美軍演習駐韓美軍演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昨成功舉行並發表《青島宣
言》，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議上發表的以構建命運共同
體、反對任何形式保護主義為主旨的講話贏得強烈共
鳴。習近平強調，儘管當今世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
然存在，但國際關係民主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
流；儘管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不斷
有新的表現，但「地球村」的世界決定了各國日益利益
交融、命運與共、合作共贏是大勢所趨。與上合成功舉
辦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時舉行的G7會議不歡而散，
美國採取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是G7分裂的致命
原因。G7峰會結束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同意繼續打擊保
護主義、降低關稅，顯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進區域
合作共贏的確是不可抗拒的世界大勢。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17年來，一直遵循「互信、互
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
「上海精神」，構建起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
方的建設性夥伴關係，並且逐步從區域安全合作組織
轉變為綜合性區域合作組織。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
後，上合組織合作潛力進一步擴大，超越文明衝突，
是國際關係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開創了區域合作
新模式，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此次上合峰會對
世界和平發展的特別貢獻，在於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世
界大勢和上合發展給出了4大最新判斷：國際關係民
主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安全穩定是人心所
向；合作共贏是大勢所趨；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是各國
人民共同願望。

上合峰會後，各成員國簽署《青島宣言》和十多份有
關經貿、環保、打擊恐怖主義等方面的合作文件，同意
反對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面對國際和地區問題，沒有
國家能獨自應對，必須堅持睦鄰友好、深化合作、共謀

和平穩定。習近平提出促進上合互利共贏的多項措施，
安全合作方面中方未來3年將為各方培訓2000名執法
人員，支持在青島建設上合組織地方經貿合作示範區，
將在上合組織銀行聯合框架內設立300億元人民幣等值
專項貸款等。這些舉措充分顯示，中國以負責任的大國
擔當和實際行動，順應世界潮流，積極推動上合組織深
度交往和合作，促進區域一體化，實現互利共贏發展，
牢築上合組織合作的基礎。

與上合峰會時間幾乎重合，在加拿大舉行的七大工業
國峰會結束，七國發表聯合公報，強調自由、公平及互
惠貿易，是經濟發展及就業的主要引擎，而任何雙邊或
多邊貿易協議，必須要公開、透明並合乎世貿規則。七
國將繼續對抗保護主義，消除任何關稅和貿易壁壘，並
致力推動世貿現代化。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形容峰會非常
成功，但美國總統特朗普則批評杜魯多作出失實聲明，
已指示代表團不要支持公報。多個與會國家領袖都承認
與美國在貿易上激烈交鋒，英國首相文翠珊再次表示，
對美國堅持實施關稅失望。

世界已進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時代，美國仍自視為世
界霸主，抱守「美國優先」、零和博弈的陳舊思維，與
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時代潮流背道而馳，連自己的盟友也
不能接受，G7會議不歡而散，令美國在國際舞台上更
孤立，更不利維護美國的利益。

「肯取勢者可為人先，能謀勢者必有所成。」特區政
府和國家發改委、港澳辦6月12日將在北京舉行首次
「一帶一路」聯席會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即將公佈，
這是國家給香港搭建的區域合作大舞台。上合峰會啟示
香港，區域合作成就未來，香港的前途在於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建設，才能拓展空
間，擁抱機遇。

合作共贏大勢所趨 區域融合塑世界新局
警方昨日啟動「防止電話騙案宣傳

周」。警方指出，今年首4個月共錄得
119宗電話騙案舉報，較去年同期下跌逾
5成，騙案受害者由年輕人轉為長者為
主。騙徒手法層出不窮，尤其是網絡通
訊、移動支付等新興技術的應用，讓騙徒
有更多可乘之機，增加普羅大眾受騙的風
險。警方除了加強防範騙案的宣傳教育
外，更需借鏡內地和海外的成功經驗，密
切與金融部門合作，加強與外地執法部門
攜手打擊，多管齊下，更有效防範新型電
信網絡詐騙，提升對公眾財產安全的保
障。

曾幾何時，「猜猜我是誰」、「假冒官
員」和「虛構綁架」等騙案大行其道，令
一些市民中招。經過警訊等多種方式的宣
傳教育，不斷提醒市民，警方又成立反詐
騙協調中心，至今已阻截超過3億被騙款
項。去年，本港電話騙案的數字下降至10
年新低，證明持之以恒的宣傳教育見效，
一度猖獗的電話騙案有所收斂。

但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為牟取暴
利，不法之徒變新花樣欺騙市民。近日俗
稱「一響即收線」電話騙案頻頻出現，一
些不明來路的海外電話致電本港市民，當
市民接聽後會隨即掛線，並誘使受害人回
撥，受害人一旦回撥，將被收取昂貴的長
途電話費用。另外，最近多宗新聞報道
指，有本港女性市民誤墮網戀陷阱，通過
在社交媒體與海外人士發展成戀情，結果

被騙，最高達千萬計港元。
可見，互聯網和社交通訊給市民生活帶

來便利，但同時亦帶來新風險，如何保障
市民權益，給警方及相關管理部門提出新
挑戰。在這方面，內地已先走一步。內地
公安部門近年積極展開與東南亞執法部門
的跨境合作，在泰國、印尼、柬埔寨等地
搗破多個針對內地民眾的電騙集團，將中
國籍疑犯抓捕回內地接受法律制裁；人民
銀行2016年出台實施《中國人民銀行關
於加強支付結算管理防範電信網絡新型違
法犯罪有關事項的通知》，各地金融辦、
人民銀行、銀監分局等主管部門嚴格執
行，要求前線員工普及金融安全知識，提
高防騙水平，多次成功堵截電信網絡詐
騙，幫助民眾最大限度避免損失。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資金、資訊高
度開放，進出自由，客觀上給防範跨國電
訊網絡騙案增加不少難度。但是，保護市
民權益和財產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責任，
警方更責無旁貸。警方應尋求內地執法部
門、國際刑警的支持配合，強化互助互利
的打擊國際電騙機制；在本港，警方、金
管局、財經事務局等部門應通力合作，完
善相關法例，訂立針對性的守則指引，要
求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要與時俱進，
提升防範新型電信網絡詐騙的守則和工作
效能，向商戶、市民宣傳防範金融詐騙和
支付風險的知識，令新科技在應用上趨利
避害，最大限度保障公眾利益。

借鏡各地經驗 防新型電信網絡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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