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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直擊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
長王毅昨日在北京對記者
表示，全世界高度關注在

■特朗普在峰會期間與金正
恩相處融洽。
恩相處融洽
。
法新社

新加坡舉行的朝美領導人

者會上更盛讚對方年紀輕輕便領導國家，甚有才幹。特朗普強調自己相信金正恩，

會晤。兩國相互對立甚至

又表示與對方在適當時候將會互訪，本身是地產大亨的特朗普更向金正恩提出可以

敵對半個多世紀，今天兩

在朝鮮的海灘興建全球最佳酒店。

曾經批評金正恩是「火箭人」、「又矮又
肥」的特朗普，在峰會期間態度 180 度轉

一起，進行平等對話，這

變，兩度表示很榮幸能與金正恩見面，「我們可
以建立良好關係，我毫不懷疑」。
特朗普其後亦表示，他與金正恩透過今次會議
建立了「非常特別的聯繫」，形容美國與朝鮮今
後的關係將會變得非常不同。特朗普亦大讚金正
恩是非常聰明和可敬的談判家，「我知道他是很
有才能的人，我也知道他很愛他的國家。」

本身就具有重大和積極的
意義，就是在創造新的歷
史，中方對此表示歡迎和
支持。

美聯社

國際社會的普遍呼聲。此次朝美領導人會晤及
其取得的成果，是向着上述目標邁出的正確而
重要的步伐。中方堅持實現半島無核化，堅持
維護半島和平與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
問題，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一段時間以來，
半島形勢出現的重大積極變化，特別是朝美領
導人會晤取得的成果，符合中方期待。中方希
望並支持朝美雙方落實好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
識，推進後續協商，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成果，
使政治解決半島問題成為可持續、不可逆的進
程。

毅表示，朝美領導人能舉行平等對話，正
是中方一直期待和努力的目標。中方希望
朝美領導人排除干擾，建立互信，克服困難，
就推進和實現半島無核化、推進並建立半島和
平機制達成基本共識，邁出實質性步伐。

王

高度讚賞朝美領袖決斷
王毅指出，半島核問題的核心是安全問題，
最重要是由美國和朝鮮坐下來，通過平等對話
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而為促進並實現這個進
程，近 20 多年來，中國一直在為之努力，任何
人都不會懷疑中國在其中發揮的獨特和重要的
作用，這個作用還會繼續下去。
中國外交部昨日發表聲明稱，朝美領導人會
晤順利舉行並取得了積極成果。這是推動朝鮮
半島無核化和政治解決進程取得的重要進展。
中方對朝美領導人作出的政治決斷表示高度讚
賞，對會晤取得的成果表示歡迎和支持，對有
關各方為推動會晤取得成功所作努力予以積極
評價。

淡化美大學生死亡爭議
金正恩上任後，朝鮮進行多次導彈試射和核
試，去年一名美國大學生更在朝鮮被扣留期間受
虐昏迷，返回美國不久後不治。不過特朗普在記
者會上被問到金正恩種種「殘忍行為」時，卻讚
揚金正恩年紀輕輕便管理一個國家，展現高度才
能。對於記者質疑金正恩未必會遵守聯合聲明的
承諾時，特朗普更為對方辯護，表示自己有信心
金正恩會守信，同時不忘自誇，「我不認為他們
曾經對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如此有信心……他非常
堅定地希望落實（承諾），甚至比我更甚，他們
看見朝鮮的光明未來。」
特朗普進一步解釋，這個「光明未來」就是他

一貫嚴格執行安理會決議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主持例行記者會
時，被問到現在隨着形勢的緩和及發生的變
化，中方會否盡快促成解除對朝鮮的制裁，耿
爽表示，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有關決議規定，
須根據朝鮮遵守、履行決議的情況調整制裁措
施，包括暫停或解除有關制裁措施。中方一貫
認為，制裁本身不是目的，安理會的行動應支
持、配合當前外交對話和半島無核化努力，推
動半島政治解決進程。耿爽重申，中方一向認
真、嚴格執行安理會通過的各項涉朝決議，忠
實履行應盡的國際義務，這一點非常明確。
■中國外交部網站/央視新聞網

冀進一步鞏固擴大成果
外交部聲明還指出，實現半島無核化，結束
持續六十多年的敵視與對立，謀求半島和地區
的持久和平與繁榮，符合時代發展潮流，也是

善了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關係，

特別是特朗普對金正恩的看法。特朗普在峰會期間與金正恩相處融洽，在峰會後記

國的最高領導人能夠坐在

■王毅表示，中方希望朝美領導人建立互信。

美朝峰會雖然未有達成太多實質成果，卻成功改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 新加坡報道
成功把金正恩帶到談判桌的關鍵，他透露於會上
向金正恩表示朝鮮的海灘可以建很多酒店，「他
們有很好的沙灘，你看他們向海發射導彈時就知
道。我跟他說：『小子看看那風景，那裡不是可
以建成很美的住宅嗎？與其做這些事（射導
彈），你可以擁有全球最佳的酒店。』」

iPad展示模擬片 朝鮮變繁榮
特朗普更用平板電腦 iPad 向金正恩展示了一
段影片，並聲稱對方對此印象深刻。據悉有關
片段就是記者會舉行前播放的一段由白宮製作
全長約 4 分鐘的短片，當中大意是只要朝鮮放
棄核武和洲際彈道導彈，朝鮮就可以引進新技
術、新投資，影片更模擬朝鮮可以變得像韓國
一樣燈光徹夜不滅，平壤大興土木，建成海邊
度假村等，還展示無人機速遞、手機流動支付
等新科技。

邀請訪白宮 金正恩當場答應
特朗普又向記者表示，峰會期間他同意在一定
時候到訪平壤，並形容對此行「非常期待」。特
朗普亦邀請金正恩訪問白宮，對方即場接受，但
他亦補充這要等到適當時候才能落實。

■ 特朗普在昨日傍晚
特朗普在昨日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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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機離開新加坡。
專機離開新加坡
。
路透社

朝鮮定峰會死線 特朗普打消加場

■北京媒體關注美朝峰會
北京媒體關注美朝峰會，
，率
先報道最新發展。
先報道最新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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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視美韓多年 朝軍官冀打開新一頁

外界早前傳聞美朝峰會將整天舉行，甚
至有指華府官員計劃只要峰會順利，便會
「加場」至今日，不過特朗普最終在昨日
傍晚，便乘搭專機離開新加坡。彭博通訊
社引述消息指，特朗普本來的確計劃逗留
更長時間，但金正恩下午離開的消息傳出
後，特朗普隨即打消念頭。
特朗普與金正恩昨日上午會面後，下午
1 時多隨即與金正恩簽署聯合聲明，扣除
美朝代表團午宴時間，雙方實際只在上午
會談。消息指特朗普原計劃今晨才離開新
加坡，更打算只要磋商有進展，便會逗留
更久，但朝方設定昨日是峰會結束的最後
限期，特朗普因此提前離開。

■金正恩乘坐專車
到機場。
到機場
。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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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擁龐大商機 市場憧憬撤裁
美朝峰會順利舉行，投資者憧憬於美國有望解
除對朝鮮的經濟制裁，均希望進軍朝鮮市場分一
杯羹，中國和韓國的投資者更是躍躍欲試。
朝鮮倘獲解除經濟制裁，將出現龐大商機。美
國總統特朗普及國務卿蓬佩奧表明，一旦朝鮮同
意放棄核武，將解除經濟制裁，大量美國私人企
業資金將協助朝鮮建立能源網及推動農業現代
化。不過，朝鮮高級外交官金桂冠上月發表聲明
大潑冷水，表示朝鮮「不會對美國支援朝鮮經濟
建設存有任何期望，未來亦不需該些交易」。

指，峰會改變朝鮮以往被外國排擠的情況
峰會改變朝鮮以往被外國排擠的情況，
，讓
朝鮮向國際社會展示作為獨立國家的尊嚴。
朝鮮向國際社會展示作為獨立國家的尊嚴
。
黃明鎮憶述 4 月朝韓峰會時稱
月朝韓峰會時稱，
，他起初感到
十分緊張，
十分緊張
，擔心領導人金正恩踏入韓國領土後
會遭遇危險，
會遭遇危險
，但看到金正恩牽着韓國總統文在
寅的手在朝韓邊界來回時，
寅的手在朝韓邊界來回時
，頓時覺得兩國距離
實現和平統一的日子不遠。
實現和平統一的日子不遠
。

美朝峰會為實現朝鮮半島和平踏出一大步，
美朝峰會為實現朝鮮半島和平踏出一大步
，
在朝韓邊境的板門店，有朝鮮軍人期望峰會能
在朝韓邊境的板門店，
為朝鮮打開歷史新一頁。
為朝鮮打開歷史新一頁
。
朝鮮軍方中校黃明鎮((譯音
朝鮮軍方中校黃明鎮
譯音))接受法新社訪問時
表示，
表示
，對峰會的觀感正面
對峰會的觀感正面，
，他過去一直敵視在
板門店另一方的軍隊，
板門店另一方的軍隊
，但朝鮮可以和帶着善意
的人做朋友，
的人做朋友
，在同一條道路上攜手向前
在同一條道路上攜手向前。
。他又

■特朗普盛讚金正恩年輕有為。

韓擬與朝發展交通網絡
韓國總統文在寅對推動韓朝經濟合作非常積

極，計劃與朝鮮合作發展航空、道路及鐵道網
絡，並尋求重啟開城工業園區，使韓朝經濟進一
步融合。有分析指出，各國投資者均希望搶先打
入朝鮮市場，但能否成事，將視乎美朝峰會的結
果。
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的西貝斯坦指出，對中國
而言，美朝能在外交上取得成功，將有助紓緩朝
鮮面對的制裁壓力，國際壓力將不再一樣。然而
《華爾街日報》分析稱，朝鮮一旦開放經濟，對
金正恩而言可能是雙面刃，可能削弱他緊握政權
的能力。而朝鮮官媒近期亦紛紛批評資本主義，
指資本主義社會損害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權利，勢
將崩潰。
■朝鮮官媒報道金正恩
新加坡之行。
新加坡之行
。 法新社

稱建美朝特殊關係 讚金正恩年輕有為

美朝峰會

■版面設計：余天麟

特推銷「要酒店不要導彈」

中方續發揮獨特重要作用

■責任編輯：蕭桂煬

支持後續協商 平等對話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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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明鎮冀望峰會為朝鮮打
開新一頁。
開新一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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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宴融合多國菜式
特朗普和金正恩舉行一對一會談
後，美朝官員加入舉行擴大會議及工
作午宴，由於座位所限，擴大會議的
出席人數較工作午宴少。午宴菜單由
前菜、主食和甜品3道菜各3種選擇組
成，包括西式、韓式、中式及馬來菜
佳餚，充分反映美朝飲食文化的巨大
差異，以及兩名領導人口味不同。
出席擴大會議的美方官員包括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白宮幕僚長凱利、國
家安全顧問博爾頓，以及特朗普的翻
譯、國務院傳譯服務部門主管李燕香
(譯音)，她也是與會人員中唯一的女
性。朝方則出動最高級外交官員，包
括月初訪美的勞動黨副委員長金英
哲、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李洙
墉，以及外相李勇浩。

午宴期間，美方陣容加入了白宮
發言人桑德斯，峰會前多次參與幕
後談判的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金成，
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
任、前《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
博明，李燕香則退居二線。朝方陣
容則加入了金正恩妹妹金與正，以
及席上唯一身穿軍裝、剛接任人民
武力相的努光鐵。
雖然特朗普參選總統期間曾經揚
言要與金正恩一起吃漢堡，但似乎
心願還未可以實現。根據特朗普以
往的飲食習慣，外界估計他很可能
選擇了鮮蝦牛油果沙律(只吃蝦不吃
牛油果)、燴牛小排及雪糕，他之前
便試過當其他人只要了一球雪糕
時，自己特別要了雙球。

美朝峰會工
作午宴菜單

向金正恩展示專車 媒體誤以為談不攏

頭 盤

鮮蝦牛油果
沙律（西式
）
青芒藍花飯
（馬來）
青瓜御膳（
韓式）

主

菜
紅酒燴牛小
排配薯蓉西
蘭花（西式
咕嚕肉及揚
）
州炒飯配 X
O 醬（中式
）
韓式燉鱈魚
（韓式）
甜 品

黑朱古力撻
雲呢拿雪糕
配櫻桃醬
特羅佩蛋糕

■ 特朗普與金正恩在午宴
後短暫散步。
後短暫散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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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官員舉行工作午宴後，特朗普與金正恩來了
一段短短的「飯後散步」，其間特朗普更邀請金正
恩走近自己的「野獸」專車，並打開車門讓對方一
窺這輛集美國科技結晶於一身的超級防彈車的內
部。
特金兩人當時本應該前往準備簽署聯合聲明，但
這時特朗普突然步向「野獸」，一名特工隨即打開
車門。這一毫無預警的舉動令在場及傳媒中心內的
記者都大為困惑，以為特朗普真的決定「拂袖而
去」，甚至可能打算載金正恩走一程。不過記者很
快便發現，特朗普原來是趁機會向金正恩展示自己
的座駕。
這項舉動可說是充分反映了特朗普愛炫耀的本
色，但也可能是特朗普試圖向金正恩展示西方物質
文明的好處。美聯社形容這樣炫耀座駕是「典型領
袖型男性都會做的事」，英國《每日快報》則直接
■特朗普向金正恩介紹美國總統專車。
得多，形容這是「男孩與他們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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