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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韓首腦峰會 委任朝問題特使

開與金正恩會面條件
拜登：需商朝核

美國總統拜登前日在白宮會晤到訪的韓國總統文在

寅，是繼日本首相菅義偉之後，拜登任內第二位會晤
的外國首腦。雙方均表示願意與朝鮮進行外交接觸，
同時重申實現半島無核化的最終目標。白宮在 3 月曾表

示，拜登無意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會面，但拜登前日
明顯改變口風，稱願意在適當條件下與金正恩會面。

● 美韓在紐約舉行首腦峰會後
美韓在紐約舉行首腦峰會後，
，雙方重申實現半島無核化的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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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右後）委任金成
（ 右 ） 為美國的朝鮮問題特
使。左後為文在寅
左後為文在寅。
。 路透社

首腦會談超時 拜登幕僚傳紙仔提醒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任內曾3次與金正恩會面，但均未能取得實質成
果，半島無核化談判陷入僵局。拜登政府上台後，於上月底完

成對朝政策評估，稱將以務實方式尋求與朝鮮進行外交接觸，雖然拜
登政府多次嘗試接觸朝方，但平壤未予回應。
拜登與文在寅在會後舉行聯合記者會，拜登表示，美韓均深切關注
半島問題，將採取務實措施緩和緊張局勢。拜登稱他願意在適當條件
下與金正恩會面，包括金正恩首先同意討論朝鮮核問題，拜登的幕僚
亦要事先與朝鮮同級官員會面，為雙方關係奠定基礎。
拜登形容，他不會重複華府在過往所做的事，不會給予金正恩一直
所尋求的東西，包括平壤政權獲國際社會認同。美聯社分析指出，拜
登這番言論明顯針對特朗普的對朝政策。
拜登同時宣布，委任美國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金成為美國的朝鮮
問題特使。61 歲的金成曾任美國駐韓國、印度和菲律賓大使，亦在
2008年參與朝核六方會談，並協助促成特朗普與金正恩的峰會。

疫苗夥伴 美供 55 萬韓軍打針
文在寅表示，歡迎美國重返國際舞台，稱實現半島完全無核化和永
久和平是兩國面臨最迫切的共同任務，樂見拜登政府採取經過調整和
務實的方式，尋求與朝鮮的外交關係。
文在寅同時指出，美韓同意建立疫苗夥伴關係，將結合美國的技術
和韓國的生產能力。拜登表示，美國將為在半島與美軍共同服役的 55
萬名韓軍接種新冠疫苗。
根據會後發布的美韓聯合公報，兩國呼籲包括朝方在內的國際社
會，全面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稱外交和對話對於實現半島無
核化至關重要。美韓同意建設開放和透明的 5G和6G網絡、增加汽車
晶片的全球供應，以及探討能否為高科技產業設立供應鏈工作小組。

4 韓企 3000 億投資美 涉半導體
在拜登會晤文在寅的同日，三星、現代、SK 和 LG 等韓國 4 大集團
發布在美的投資計劃，總規模達 394 億美元（約 3,059 億港元），涉
及半導體技術和電池產業。分析指出，拜登政府希望強化半導體等高
科技供應鏈，加上韓國欠缺疫苗，故雙方今次達成「半導體換疫苗」
的安排。
●綜合報道

報道稱，這次韓美峰會分為單獨會談、少
數會談及擴大會談等3 部分，由文在寅及拜登
單獨進行的會談時間原訂為 20 分鐘，最後加
上不在預告範圍內的午餐時間共進行 37 分
鐘。少數會談及擴大會談也都較預定時間延
長，計入移動時間，兩名領袖在這次峰會會
談時間共超過3 小時，加上向朝鮮戰爭參戰軍
人授予名譽徽章儀式及會後共同記者會的時
間，文在寅在白宮共停留5小時40分鐘。
● 文在寅與拜登在白宮共進午餐
文在寅與拜登在白宮共進午餐。
。網上圖片

已打兩針 互動較親近

韓國總統文在寅前日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
會談，據韓聯社報道，拜登致辭時透露兩人
對談時間超時，因此收到幕僚傳紙條提醒。

拜登在擴大會談前致辭提及前兩個會談環
節，「因為有太多議題，談了很久，我還收到
幕僚傳紙條提醒『對話時間過長』。」青瓦台

美專家：韓無意加入
「四方安全對話」
美國一直爭取韓國加入由美國、日本、印
度和澳洲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試圖擴
大聯盟，藉此制衡中國，但美國的東亞問題
專家表示，韓國不會急於加入「四方安全對
話」，而今次美國總統拜登和韓國總統文在
寅舉行峰會，只是旨在重申兩國之間的同盟
關係。
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
心主任韋茨指出，拜登和文在寅可能私下討
論對華議題，但文在寅避免在公開場合表態
和採取任何行動。另一智庫蘭德公司高級研

究員哈羅德認為，韓國不太可能加入「四方
安全對話」，但拜登或許會在個別關鍵議題
上，讓韓國參與四方會談合作，例如為疫苗
生產提供資金，又或尋求韓國支持某些關於
南海的倡議。

「不滿華府施壓」
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柯
林格則指出，華府一直試圖說服韓國更公開
地針對中國，但不得要領，原因在於韓國不
願觸怒其最大貿易夥伴中國，亦不滿受到華

民眾接種疫苗，有助德國應對變種病毒威
脅。

西旅遊限制續鬆綁
另一歐盟國家西班牙則進一步解除旅遊限
制，該國此前已對中國、韓國、泰國、新加
坡、澳洲、新西蘭、以色列和盧旺達等 8 個
非歐盟國家的旅客重新開放，首相桑切斯前
日宣布，從明日起取消對英國和日本的旅遊
限制。而從下月 7 日起，只要提供已接種歐
洲藥品管理局或世界衞生組織批准的新冠疫
苗的證明，任何國家和地區的旅客均可不受
限制地入境西班牙。
●路透社/法新社

● 部分英國人無視變種威
脅，除罩玩樂
除罩玩樂。
。 網上圖片

IMF 擬斥 3882 億 冀年內全球四成人接種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日宣布，計
劃推出總值 500 億美元（約 3,882 億港元）
抗疫方案，期望今年內能為全球 40%人口接
種新冠疫苗。該計劃目標在明年底前，為全
球至少 60%人口打針，並尋求收窄富裕和貧
窮國家疫苗分配差距。
IMF 指出，500 億美元包括至少 350 億美
元（約 2,717 億港元）捐款，以及 150 億美

元（約 1,165 億港元）低息貸款。二十國集
團（G20）已承諾捐出 220 億美元（約 1,708
億港元）。
IMF 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在前日 G20 全球健
康峰會上呼籲各國通過捐贈剩餘疫苗、確保
疫苗和原材料不受出口限制，以及支持「新
冠疫苗保障機制」（COVAX），實現疫苗
公平分配。

多間藥廠亦承諾在今年內，為中低收入國
家以成本價供應逾 13 億劑疫苗，包括 10 億
劑輝瑞/BioNTech疫苗、2億劑強生疫苗和1
億 劑 Moderna （ 莫 德 納 ） 疫 苗 。 輝 瑞 和
Moderna 還分別計劃明年供應 10 億及 9 億劑
疫苗，強生亦考慮額外供應 3 億劑，意味合
共可向中低收入國家供應35億劑。
●法新社/美聯社

巴西疫苗不足 參院批總統縱疫不作為

德列英
「變種毒區」
除公民外禁入境
德國負責控疫工作的羅伯特．科赫研究所
前日宣布，鑑於英國的印度變種病毒個案持
續上升，決定將英國列為「變種病毒地
區」，由今日起禁止所有來自英國的旅客入
境，德國公民或居民、他們的配偶和 18 歲
以下子女，以及因緊急人道理由入境的人士
可豁免，但不論是否已接種新冠疫苗、病毒
檢測呈陰性，又或屬新冠康復者，都需要接
受為期兩周的強制隔離檢疫。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現時英國的印度變種
病毒個案持續上升，而德國正處於疫苗接種
計劃的重要階段，必須阻止變種病毒傳入，
以免影響抗疫工作。衞生部長施潘呼籲更多

國民溝通首席秘書鄭萬昊之後表示，拜登當時
認為會議內容有建設性，指示延長會議時間。
韓媒也將這次峰會與一個月前舉行的美日
峰會作比較。從拜登在 twitter 上傳的照片看
到，拜登與文在寅圍坐在小圓桌兩端共進午
餐，因解除口罩令，兩人都不需戴口罩，笑
得十分燦爛，與一個月前拜登戴着兩層口
罩，與日本首相菅義偉遙坐長桌兩端吃漢堡
的氣氛大相逕庭。菅義偉訪美時受限於社交
距離規範與口罩令，除會談外未能安排其他
活動，同樣完成兩劑疫苗接種的拜登與文在
寅互動則較親近，除會談不必戴口罩、座位
鄰近，一同出席授予朝鮮戰爭軍人獎章儀式
時也互相握手及並肩合照。
●綜合報道

府施壓。
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研究教授馬
釗認為，隨着中美展開競爭，美國在亞太地
區的合作夥伴可能採取觀望態度，不會一躍
而起地積極響應華府的號召，避免捲入大國
競爭之中。馬釗同時表示，文在寅所屬的共
同民主黨在早前的首爾和釜山市長選舉中失
利，加上文在寅任期將於明年屆滿，按規定
不能連任，文在寅已進入任內的後期，外界
不應期待今次美韓峰會能取得任何突破。
●綜合報道

巴西的新疫情目前仍然嚴峻，總統博爾索納羅政府因抗疫不力，備
受各方批評，參議院上月底更成立委員會，對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工
作展開調查。領導調查的參議員卡列羅斯前日狠批博爾索納羅，指他
從一開始就不想購買新冠疫苗用於抗疫，而是寄望民眾能通過自然感
染，從而達至群體免疫，雖然國會在疫情初期已撥款購買疫苗，但博
爾索納羅並未積極採取行動。專家認為，現時疫苗供應不足是巴西抗
疫的主要難題，擔心接種進度緩慢將引發新一波疫情。
卡列羅斯受訪時，力數博爾索納羅的「罪狀」，包括他之前多次淡
化新冠病毒的危險性，一度稱其為「小流感」，又反對實施社交距
離、口罩令和封城等防疫措施，甚至鼓勵民眾聚集。卡列羅斯指出，
博爾索納羅對疫情採取放任態度，原因是他傾向相信群體免疫，「因
為若要自然免疫，便需鼓勵民眾聚集和傳播病毒，這就是他為何從來
沒想過購買疫苗。」
卡列羅斯稍後將發表調查報告，預計內容會聚焦政府未有第一時間
購買疫苗、拖延與藥廠磋商等細節，另外還會提及政府在亞馬遜州的
控疫工作失誤，導致傳染力更強的變種病毒傳播。卡列羅斯表示，雖
然現時斷定博爾索納羅抗疫不力構成刑事罪行是言之尚早，但目前所
有證據均指向這個方向。

逾 600 萬長者無次針打

巴西疫苗接種計劃已開展 4 個多月，但現時僅有 39%長者人口完成
接種，至少有 630 萬名已接種首劑疫苗的長者，因疫苗供應短缺而未
能如期打第二針。根據阿拉戈斯聯邦大學數據，若按照目前接種速
度，全國 20 歲或以
上的成年人口可能要
等到 2023 年才能完
成接種，在此之前，
巴西的確診和死亡人
數仍會持續上升，可
能會在 6 月至 7 月冬
季期間爆發第三波疫
情。
● 巴西接種計劃已開展
巴西接種計劃已開展4
4 個多月
個多月。
。 彭博社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