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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晤金正恩：

半島和平對話大勢形成
同意推進政治解決進程 推動中朝關係獲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 月 8 好的氣氛中，就中朝關係和共同關心 程，更好造福兩國人民，為地區和世
日和 9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的 問 題 深 入 交 換 意 見 ， 達 成 重 要 共 界 和 平 穩 定 與 繁 榮 發 展 作 出 積 極 貢
習近平同抵京對中國進行訪問的朝鮮 識。雙方一致表示，願共同努力推動 獻。習近平表示，當前，半島和平對
勞動黨委員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 中朝關係在新的時期不斷取得新的發 話的大勢已經形成，談下去並談出成
正恩兩度會面。兩國領導人在親切友 展 ， 持 續 推 進 半 島 問 題 政 治 解 決 進 果成為國際社會普遍期待和共識。

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習近平同金正恩舉行
會談。

建交70載 新年訪華固友誼
會談前，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
北大廳為金正恩舉行歡迎儀式。
習近平指出，委員長同志在 2019
年新年伊始、兩國迎來建交 70 周
年之際訪華，充分體現了委員長
同志對中朝傳統友誼的高度重
視、對中國黨和人民的友好情
誼。我對此表示高度讚賞，並代
表中國黨、政府和人民，向朝鮮
黨、政府和人民致以誠摯的節日
問候。
習近平強調，在雙方共同努力
下，中朝關係在 2018 年掀開了新
的歷史篇章。雙方以實際行動展
示了中朝友誼的強大生命力，彰
顯了中朝共同致力於推動半島問
題政治解決進程的堅定意志。今
年是中朝建交 70 周年，對中朝關
係發展具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的重要意義。我願同委員長同志
一道，共同引領好中朝關係未來
發展。雙方要保持高層交往、加
強戰略溝通、深化友好交流合
作，推動中朝關係長期健康穩定
發展。
金正恩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
年初百忙之際接待我們訪華，我
對此表示衷心感謝，並代表朝鮮
黨、政府和人民對中國黨、政府
和人民致以親切的節日問候。在
總書記同志的悉心關懷下，去年
朝中關係提升到新高度，譜寫了
新篇章。我此次訪華，就是希望
以兩國建交 70 周年為契機，同總
書記同志就鞏固朝中傳統友誼、
加強朝中交流合作深入交換看
法，推動朝中友好關係日益鞏固
和發展。

半島無核化 盼朝美相向而行
關於朝鮮半島形勢，習近平積
極評價朝方為維護半島和平穩
定、推動實現半島無核化所採取
的積極舉措，表示去年在中朝及
有關方共同努力下，半島問題政
治解決進程取得重大進展。當
前，半島和平對話的大勢已經形
成，談下去並談出成果成為國際
社會普遍期待和共識，政治解決
半島問題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
中方支持朝方繼續堅持半島無核
化方向，支持北南持續改善關
係，支持朝美舉行首腦會晤並取
得成果，支持有關方通過對話解
決各自合理關切。希望朝美相向

而行，中方願同朝方及有關方一
道努力，為維護半島和平穩定，
實現半島無核化和地區長治久安
發揮積極建設性作用。
金正恩表示，去年朝鮮半島形
勢出現緩和，中方為此發揮的重
要作用有目共睹，朝方高度讚賞
並誠摯感謝。朝方將繼續堅持無
核化立場，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半
島問題，為朝美領導人第二次會
晤取得國際社會歡迎的成果而努
力。希望有關方重視並積極回應
朝方合理關切，共同推動半島問
題得到全面解決。

朝鮮新戰略 華堅定支持落實
雙方通報了各自國內形勢。習
近平表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在 70 年的歷程中，中國共
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迎來了從站起
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
躍。中國共產黨有決心、有信心
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戰勝一切
艱難險阻和風險挑戰，朝着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奮勇前
進。朝鮮勞動黨實施新戰略路線
一年來，取得不少積極成果，展
示了朝鮮黨和人民愛好和平、謀
求發展的強烈意願，得到了朝鮮
人民的衷心擁護和國際社會的積
極評價。中方堅定支持委員長同
志帶領朝鮮黨和人民貫徹落實新
戰略路線，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相信朝鮮人民一定會
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不斷取得
新的更大成就。

兩日兩會晤 中朝達重要共識
會談後，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
為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舉行歡迎
宴會並共同觀看文藝演出。
9 日上午，習近平在北京飯店會
見金正恩。習近平積極評價金正
恩這次訪華的重要意義，回顧了
中朝友好交往歷史，表示中方願
同朝方共同努力，維護好、鞏固
好、發展好中朝兩黨兩國關係，
共同書寫兩國關係發展新篇章，
共同為地區和平、穩定、發展、
繁榮作出新貢獻。
金正恩表示，朝方無比珍視朝中
關係持續發展的良好勢頭，願與中
方一道，認真落實雙方達成的重要
共識，在新的起點上續寫朝中友誼
更加輝煌的未來。
習近平總書記夫人彭麗媛、金正
恩委員長夫人李雪主參加會見。
會見後，習近平總書記夫婦為
金正恩委員長夫婦舉行午宴。

金正恩訪同仁堂 拚經濟向華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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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9 日金正恩還參觀了北京同
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製藥廠亦莊分廠，實地考察了有關傳
統工藝及現代化中藥加工生產線。在此前一天與習近平的會談
中，金正恩特別提到，朝方認為中國的發展經驗十分寶貴，希
望多來中國實地考察交流。

金正恩在會談中表示，我在過去不到一年時間裡四次訪華，
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和中國人民奮發圖強的精神面貌印象
深刻。相信中國人民在以總書記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
下，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創造新的偉大成
就，勝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朝鮮勞動黨將帶領朝鮮人民繼續大力落實新戰略路
線，並為此營造良好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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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半島無核化
中國發揮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總統文在
寅昨日在青瓦台舉行新年記者
會，據新華社報道，文在寅在
會上表示，中國在朝鮮半島無
核化進程中發揮了積極而重要
的作用。

金正恩會特朗普後訪韓
文在寅說，中國在幫助半島南
北關係改善、半島無核化及和平
穩定方面持續發揮着積極作用。
他還表示，期待朝美領導人第二
次會晤在近期舉行，同時期待朝
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朝美領導
人會晤後訪問首爾。
文在寅呼籲朝美雙方在無核化
對話中採取相對應的措施。朝方
需要進一步做出無核化實際舉
措，同時也必須考慮相對應的對
朝措施以推動無核化進程。他認
為，缺乏互信是朝美無核化對話

對中國經濟發展印象深

目前面臨的關鍵難題。
就金正恩在新年講話中提出有
意在無任何前提條件或代價下重
啟開城工業園區和金剛山旅遊等
韓朝合作項目，文在寅表示歡
迎，認為半島南北合作項目將有
利於韓朝雙方。他同時表示，韓
方將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
合作，推動解決國際社會對朝制
裁等相關問題。
朝鮮半島局勢在 2018 年發生
重要的積極變化，朝韓領導人
先後三次舉行會晤，半島南北
關係實現緩和，相關勢頭在今
年年初呈現延續趨勢。金正恩
1 日在新年賀詞中強調實現半
島完全無核化的堅定意志，並
表示隨時準備和美國總統特朗
普再次會談。特朗普近日表
示，美朝正在就雙方領導人第
二次會晤地點進行協商。

據《韓國經濟》報道稱，有分析認為，金正恩到訪同仁堂，
有為朝鮮豐富的中草藥資源尋求產業發展之路的意味。此外，
《環球時報》報道指出，在 2019 年新年賀詞中，金正恩表示
要實現製藥廠和醫療器具廠的現代化，使醫療單位煥然一新。
《韓國經濟》還報道說，金正恩在離京前，還走訪了北京經濟
技術開發區。報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話說，金正恩訪問有關場所，
實際上是在為朝鮮經濟改革學習中國經驗。該報還稱，金正恩離
開同仁堂後，朝鮮代表團的部分人員仍留在亦莊考察和學習。

朝方：朝中友好團結大事
朝中社當天對金正恩訪華過程進行了詳細報
道，並在報道最後表示，在朝中兩國人民和國
際社會的巨大關心下，新年伊始朝鮮最高領導

朝外貿中國佔絕對優勢

吉林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朝韓問題專家王生 9 日接受《環
球時報》採訪時說，去年朝鮮半島局勢趨於和緩，給朝鮮國內
經濟戰略的轉變提供了好的國際環境，但朝美、朝日關係還未
正常化，朝鮮要克服國際制裁的壓力。在王生看來，中朝地緣
政治關係獨一無二，中國在朝鮮對外貿易中佔絕對優勢，而且
兩國同屬社會主義，中國經濟轉型非常成功。可以說，從發展
經濟層面來說，中國的經驗是最適合朝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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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媒讚揚金訪華：金邀習主席訪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朝中社昨日在
報道金正恩訪華消息時，對此次訪問予以高度評
價，認為這是朝中友好團結史上又一大事，在維
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分析指朝欲發展中草藥

人同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的訪問，是朝中
兩黨兩國間友好團結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又一
大事，是在進一步強化朝中最高領導層的戰略
溝通和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方面具有重大意
義的歷史契機。

中方：堅定發展中朝關係
此外，朝中社報道稱，金正恩已邀請習近平
訪朝。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外交部發言人

陸慷昨日在例會上對此回應說，中朝之間有高
層互訪的傳統。高層交往在中朝關係發展中歷
來發揮着重要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我們願同朝
方加強高層交往，深化戰略溝通，擴大交流合
作。如果有這方面的消息，我們會及時發佈。
陸慷還說，中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中朝友好
合作關係，維護好、鞏固好、發展好中朝關係
始終是中國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方針。在雙方
共同努力下，中朝關係在2018年掀開了新的歷
史篇章。雙方以實際行動展示了中朝友誼的強
大生命力，彰顯了中朝共同致力於推動半島問
題政治解決進程的堅定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