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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和朝鲜方面 25 日在板门店对将于 27
日举行的首脑会晤进行排练。韩方表示，双方正
围绕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发展
韩朝关系等首脑会晤的核心议题进行协商。其
中，无核化议题最为重要。

距离韩朝首脑会晤还有两天。专家分析，目
前半岛局势显现出积极发展的迹象，但在涉及
朝鲜半岛无核化等各方聚焦的核心问题上，应
有足够耐心，本着务实态度，采取切实措施，一
步一步解决问题。

新闻事实

25 日上午 10 时，朝方先遣队前往板门店
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与韩方进行闭门排练。
双方按照首脑会晤当天的日程安排，对韩朝首
脑初次见面的方式、欢迎仪式及晚宴等所有细
节进行排练。

朝鲜与韩国之间的首脑热线电话 20 日开
通。双方先前商定，双方领导人会晤前通话。但
按青瓦台官员的最新说法，这次通话主要是一
种象征，鉴于双方领导人将面对面讨论具有挑
战性的话题，会晤前通话显得不再必要。

韩联社援引韩国统一部一名高级官员的
话说，韩朝首脑会晤上，若半岛无核化毫无进
展，谈建立永久和平机制就不现实。这意味着
无核化将成为首脑会晤最重要的议题。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白泰铉 25 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表示，双方正围绕半岛无核化、建立
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发展韩朝关系等核心议
题进行协商。从以往首脑会晤的情况来看，尽
管双方预先就议题开展大量的前期磋商，但
实际上领导人亲自会面讨论协调的内容将占
相当大的一部分。

同在 25 日，韩联社援引韩国外长康京和
的话说，目前的事态存在令人乐观的利好因
素，韩朝达成协议“空间很大”。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半岛局势显现出积
极发展的迹象，但在涉及朝鲜半岛无核化等
核心问题上，应有足够耐心。各方可本着务实
的态度，不作过高期待，采取切实措施，一步
一步解决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朝鲜表示中止核导试
验，但与完全弃核仍存在距离。

美国白宫发言人近期表态再次透露出，
美国目前并未在对朝政策上发生根本性改
变，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会、舆论及战略
决策层在相关问题上是否存在分歧，也存在
相当多的不确定性。

此外，半岛问题还牵涉到复杂的多方互
动问题。韩联社 25 日援引青瓦台的消息说，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下月中旬访问美国，向
特朗普介绍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
结果，并讨论半岛无核化路线图的具体落实
方案。

相关评论

在朝鲜作出中止核导试验决定、朝鲜半
岛局势出现明显缓和迹象的当下，国际社会
有理由鼓励所有各方相向而行，为最终把半
岛问题纳入政治对话、和平解决的轨道作出
共同努力。

韩朝首脑会晤以及朝美首脑会晤毫无疑
问将涉及一系列双边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

朝核问题是一个多边问题、地区问题，涉及多
国。国际社会应对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一切
有助于促进朝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
的努力，予以积极考虑。

历史经验表明，六方会谈是截至目前解
决朝核问题各种机制中，存续时间最长、生命
力最强的。如何适时重启并灵活运用这一机
制进行多边对话，值得各方关注。

背景链接

韩朝双方商定于 4 月 27 日在板门店韩
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首脑会晤。这将是
历史上第三次韩朝首脑会晤，同时也将是朝
鲜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踏上韩国土地。2000 年
和 2007 年，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和卢武铉分
别前往平壤，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会晤。

本月 4 日，韩朝代表举行第一次实务会
谈，会谈内容未向外界公开。在 18 日举行的
第二次实务会谈中，双方商定首脑会晤的主
要环节将进行电视直播。

(记者：于荣、张旌；编辑：袁悦、王丰丰)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韩朝彩排首脑会晤所有细节
协商涉及的议题中，无核化议题最受关注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4 日电(记者刘晨、朱
东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24 日
在美国白宫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伊核问题和
美欧经贸关系等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马克龙此次出访美国肩负
着在伊核问题和钢铝关税豁免问题上说服特朗
普改变强硬态度的重任。但从两人会晤后的表
态看，马克龙恐怕没能如愿。

伊核问题分歧依旧

马克龙 24 日在联合记者会上说，他与特朗
普当天就伊核协议进行了“坦率讨论”，两人在
这一问题上“出发点与立场”不同，自己不赞成
撕毁伊核协议，虽然该协议并不“充分”，但至少
在 2025 年前可以管控伊朗核发展。

马克龙还说，他与特朗普在会谈中讨论了
未来可能针对伊朗制定的一项“新协议”，该协
议除了保留现有协议内容外，还将确保伊朗在
2025 年后也不进行核发展以及阻止伊朗继续
研发弹道导弹技术，阻止伊朗在中东地区扩大
影响力等。

特朗普对伊核协议一直持否定态度，他在
记者会上再度“炮轰”该协议，称协议“糟糕且失
败”。

今年 1 月，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次”延长
美国对伊核问题的制裁豁免期，将 5 月 12 日
定为修改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并扬言如果
届时没有令他满意的修改方案，美国将退出
伊核协议。

特朗普 24 日没有透露自己会在 5 月作
出何种决定。对于马克龙提及的“新协议”，特
朗普在记者会上也没有进行正面评价，仅表
示将来在伊核问题上会尝试新的举措，可能
是新协议，也可能不是。

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
洲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说服特朗普继续延
长针对伊核问题的制裁豁免期，以获取更多
时间来修改伊核协议内容。但从特朗普和马
克龙的表态看，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关税豁免前景不明

在被问及特朗普是否已答应给欧盟国家
延长钢铝关税豁免期时，马克龙并未正面回
答。他只是简单表示，法国将遵循世贸组织的
规则行事。

欧盟近日向世贸组织递交文件，称美方
采取的关税措施对欧盟的钢铝产品销售和出
口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如果钢铝关税豁免期

无法延长，美国关税政策将对欧盟出口构成
“巨大损害”。

特朗普 3 月 8 日宣布，由于进口钢铝产
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将对进口钢铁
和铝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3 月
22 日，美国表示将暂时豁免对欧盟、阿根廷、
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韩国等经济
体的钢铝关税，豁免期将于 5 月 1 日结束。

分析人士指出，根据 2017 年欧盟对美出
口规模估算，欧盟是对美钢铁产品第一大出
口方和铝产品第五大出口方。因此，特朗普政
府若拒绝给欧盟国家延长钢铝关税豁免期，
将给欧盟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美国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贸易政策
专家罗斯·登顿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考虑
到特朗普此前言论立场，若过多给予钢铝关
税豁免，将“打自己脸”。因此，除非欧盟在其
他贸易问题上作出让步，否则特朗普拒绝给
欧盟国家延长钢铝关税豁免期的可能性较
大。

美法为何走近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上台后，与多个
欧洲传统盟友国领导人关系紧张，唯独与马

克龙关系密切，因此欧洲国家普遍希望马克
龙能凭借这种关系说服特朗普作出一些让
步。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丹·马
哈菲告诉记者，马克龙与特朗普间明显已建
立起深厚感情，这将有助于加强美法关系。两
国在安全问题上立场相近，此前两国共同参
与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就是例子。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塞利娅·
贝林表示，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因推行带有孤
立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政策，导致美国与
传统亲密盟友德国和英国间的关系不断恶
化，这令法国有机会“填补空白”。过去一年多
里，特朗普与马克龙频繁通电话，两国在反恐
等问题上合作紧密。

也有分析指出，美法关系表面一团和气，
但在背后，美国与法国以及欧盟在气候变化、
伊核协议、经贸往来等诸多问题上都存在难
以弥合的裂痕，而且这种裂痕还有日益加深
的趋势。 (参与记者：韩冰、应强)

特朗普会晤马克龙，“貌合”难掩“分歧”
美国是否给欧盟国家延长钢铝关税豁免期，前景不明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4 日电(记者江宇娟、
高攀)美国总统特朗普 24 日表示，美国财政部
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在未来数日
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

特朗普当天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
边会议前告诉媒体，中美双方对磋商相当认
真。

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方已收到美方

希望来北京就经贸问题进行磋商的信息，中
方对此表示欢迎。

近期，美国发布对华“301 调查”报告，抛
出 500 亿美元征税产品建议清单，之后又考
虑再对中国 1000 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关税。
多方学者认为，美国此举有违世界贸易组织
原则和精神，将严重损害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刚刚结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

行春季会议呼吁各国反对单边主义、捍卫以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美方
依据其“301 条款”，公布对中国征税产品建
议清单的措施，完全抛弃了多边规则，是典型
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行径。中方已在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将美方相关征
税建议措施诉诸世贸组织。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近期将派代表团赴华磋商贸易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
理莫迪将于 27 日至 28 日在武汉举
行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将围绕
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
行战略沟通，并就中印关系未来发
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

历史启迪未来。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和印度共同倡导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
重要准则。中印关系能取得今天的
成就，是两国历代领导人辛勤耕耘
的结果。

中印互为重要邻国，是天然的
合作伙伴。两国历史际遇和国情相
似，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相近，理应
成为各自发展进步道路上的合作伙
伴。两国要坚持双方互为发展机遇、
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判断。和平相
处、合作共赢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
择。由此，两国领导人确定中印要构
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引领
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长足发展。

中印同为发展中大国和主要新
兴市场国家，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
阔 。中国是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
2017 年，中印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

头，尽管洞朗事件使双边关系经受严重考验，但双边贸易
额却比上年逆势增长 20 . 3% ，达 844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中印同为文明古国，两国交往源远流长。国之交在于
民相亲。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也在不断增强。印度瑜伽、
电影和歌舞在中国深受喜爱。去年，两国人员往来超过 100
万人次，每周有 42 个航班往返于两国。但对于总人口数达
26 亿的两个大国来说，两国当前的人文交流仍有巨大的潜
力有待挖掘。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印度处在发展
振兴的关键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现实和务实意蕴更加鲜
明。按照中共十九大部署，中国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和便利化。印度政府制定三年行动议程，正在绘制 2022 年
“新印度”蓝图、十五年发展规划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和行动
计划。双方发展目标不仅时间重叠，内容上也可相互借鉴。

此外，中印关系的全球和战略意义愈加突出。当今世
界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中国和印度同时快速发展，推动
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中印同为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在全球化、自由贸易、减贫、气候变化、反恐等领
域面临共同挑战，并在多边舞台上开展了积极合作，成为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
球化的中坚力量。

中印是搬不走的邻居，远亲不如近邻。邻国间出现分
歧也属正常，重要的是要妥善管控分歧，聚焦合作。中印之
间共识远多于分歧，合作远大于竞争。喜马拉雅山应该成
为相互联结的纽带，而不是关山阻隔；印度洋应该成为互
联互通的合作之洋，而不是相互角逐的竞技场。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迄今为止，习近平
主席与莫迪总理先后 13 次会面，“家乡外交”传为佳话。这
次非正式会晤，将加深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就世
界格局和中印关系作出战略判断，引领中印关系把握大方
向，树立新目标，开创新局面。这不仅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也将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重要积极影响。

中印关系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龙象共舞”正
当时。 (记者胡晓明)新华社新德里 4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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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记者闫子敏)针对近日七国
集团外长会联合公报对东海、南海问题指手画脚，对中国人
权状况妄加评论一事，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5 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罔顾事实、不
负责任的言行。

陆慷说，日前在加拿大召开的几个国家外长会联合公
报假借国际法名义，对东海、南海问题指手画脚，还对中国
人权状况妄加评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罔顾事实、不负责任
的言行。

他表示，中方对有关海上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
的。中方始终致力于同直接相关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妥善
管控和解决有关争议，推进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东海和南
海的和平稳定，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海上航道安全。关
于人权问题，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和促进人权事业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

“我们要求这几个国家尊重客观事实，尊重本地区国家
维护稳定、聚焦合作发展的努力，停止无事生非发表不负责
任的言论。我们敦促个别国家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客观公正
看待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停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不用再枉费心机了。”陆慷说。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七国集团外长会联合公报

涉华内容罔顾事实不负责任

埃及车祸受伤的中国游客无大碍

▲ 4 月 25 日，在埃及亚历山大市的穆斯塔法·卡迈勒
军事医院，亚历山大省省长穆罕默德·苏丹（左二）探望受伤
的中国游客。新华社记者当地时间 25 日上午在埃及北部亚
历山大市穆斯塔法·卡迈勒军事医院了解到，在 24 日车祸
中受伤的 8 名中国游客目前伤情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新华社记者孟涛摄

新华社日内瓦 4 月
24 日电(记者凌馨)根据
记者 24 日从世界贸易组
织获得的文件，欧盟已
于 近 日 向 世 贸 组 织 表
示，请求加入中方日前
针对美国钢铝关税提起
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
制下的磋商。

欧盟近日向世贸组
织递交文件，称美方采
取的关税措施对欧盟的
钢铝产品销售和出口可
能产生重大影响，而磋
商结果也将涉及欧盟的
主要贸易利益，因此请
求加入磋商。

欧盟在文件中表示，
美国对欧盟的钢铝关税豁
免期如果无法延长，美国
关税政策将对欧盟出口构
成“巨大损害”。

根据 2017 年欧盟对
美出口规模估算，欧盟是
对美钢铁产品第一大出口
方和铝产品第五大出口
方，而美国对钢铁和铝产
品征收的关税将分别涉及
欧盟钢铁产业 53 亿欧元
和铝产业 11 . 1 亿欧元的
出口产品。

美国总统特朗普 3 月
8 日宣布，由于进口钢铝
产品危害美国“国家安
全”，美国将对进口钢铁
和铝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 3 月 22
日，美国表示将暂时豁免
对欧盟、阿根廷、澳大利
亚、巴西、加拿大、墨西
哥、韩国等经济体的钢铝
关税，豁免期将于 5 月 1
日结束。

中国于 4 月 5 日在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项下向美方提出磋商请
求，正式启动争端解决
程序。随后，欧盟等也
向美方提出在《保障措
施协定》框架下就钢铝
关税展开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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