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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宣布中止原定于 16 日举行的朝韩高级别会谈，
并称——

将“重新考虑”是否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
新华社平壤 5 月 16 日电 朝中社 16 日凌晨报道说，鉴于韩国与美国近日开展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演等挑衅与对抗行为，朝鲜不得不中止
原定于 16 日举行的北南高级别会谈，
而美国也应对提上日程的朝美首脑会晤的命运三思。

5 月 16 日，
在韩国光州，
一架战机从空军基地起飞升空。
新华社照片

报道说，韩美从 11 日开始在
韩国全境开展了大规模联合空中
作战演习。此次演习是对《板门
店宣言》的
“挑战”
，
是与朝鲜半岛
形势背道而驰的
“军事挑衅”
。
报道说，在韩国采取盲目的
侵朝战争演习和对抗做法的险恶
形势下，朝鲜不得不中止原本预
计于 16 日举行的北南高级别会
谈。刚迈出第一步的北南关系面
临困难和障碍，责任完全在于韩
国政府。美国也应对提上日程的
朝美首脑会晤的命运三思。朝鲜
将密切关注美韩今后的态度。
4 月 27 日，朝韩领导人在板
门店举行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
言》，就改善双边关系、实现半岛
无核化与持久和平达成共识。美
国总统特朗普 5 月 10 日宣布，他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
将于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举行。
朝鲜高官：朝方或重新考虑
是否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
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
冠 16 日发表谈话说，如果特朗
普政府想强迫朝鲜单方面弃核，
朝方或将重新考虑是否参加朝
美领导人会晤。
据朝中社当天发布的谈话
内容，金桂冠表示，如果特朗普
政府为改善朝美关系，带着真诚
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朝方会予
以应有的回应；但如果只是想强
迫朝鲜单方面弃核，朝方对这样
的对话将不再感兴趣，也不得不
重新考虑是否对即将到来的朝
美领导人会晤予以响应。

金桂冠说，在朝美领导人会
晤前，美国向对话另一方随意发
出极度刺激性的言论，这是非常
不妥当的做法，让人感到失望。
他认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 理 博 尔 顿 此 前 提 出 以“ 先 弃
核、后补偿”为原则的“利比亚弃
核模式”等主张，不是有意通过
对话解决问题，而是企图在朝鲜
身上重演把国家完全交给大国而
崩溃的利比亚或伊拉克的命运。
金桂冠说，如果美国政府听
从“利比亚弃核模式”等言论，今
后包括朝美领导人会晤在内朝美
关系前景将如何就再清楚不过
了，朝鲜已表明了朝鲜半岛无核
化意愿，
为此屡次阐明，
美国结束
对朝敌视政策和核威胁恐吓是半
岛无核化的先决条件。

我外交部：有关各方应珍惜半岛缓和局面 互释善意诚意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6 日就朝鲜称因韩美军演及美态度，中止朝韩高级别会谈并重新考虑朝美领导人会晤答问时
说，
有关各方应珍惜半岛来之不易的缓和局面，
互相释放善意和诚意，
共同为领导人会晤创造良好条件和氛围。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朝鲜副外相称，如果美国单方面强求朝鲜弃核，朝将“重新考虑”是否举行朝美领导人会晤。此外，朝鲜指责韩
美近日举行的大规模联合军演，
宣布中止原计划于 16 日举行的北南高级别会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当前半岛出现的对话缓和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这一局面不仅符合半岛有关各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在半
岛问题和平政治解决进程面临重要机遇之际，所有有关各方特别是朝美双方应当相向而行，共同为领导人会晤创造良好条件和氛围，为实现半岛无
核化和长治久安作出积极努力。”

韩国:对朝鲜延期举行南北高级别会谈表示遗憾
各方回应

据新华社首尔 5 月 16 日电 针对朝鲜中止原定于 16 日举行的南北高级别会谈，韩国政府当天对此表示遗憾，并称朝鲜单方面推迟会谈违背了
韩朝首脑会晤签署的《板门店宣言》基本精神。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
当地时间 16 日凌晨 2 时 30 分左右，
韩方收到朝方发来通报，
批评韩美举行例行联合空中演习，
并称将延期举
行南北高级别会谈。声明说，
韩国政府怀有忠实履行《板门店宣言》的坚定意愿，
敦促朝方早日对会谈作出回应。为讨论朝方所提出的问题，
韩朝也应
该持续展开对话。为了通过履行《板门店宣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南北关系和半岛永久和平，
韩国政府将与有关部门紧密协商，
推进必要的措施。
韩国统一部此前表示，
本月 8 日韩方首先向朝方提议 14 日举行南北高级别会谈，
朝方同意举行会谈，
并提议将会谈日期定在 16 日。

美国务院：
“绝对会”继续推进美朝领导人会晤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5 日电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 15 日说，
美国将继续为美朝领导人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作准备。
朝中社在当地时间 16 日凌晨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指责韩美进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决定中止原定 16 日举行的朝韩高级别会谈，并称“美国也应对
提上日程的朝美领导人会晤的命运三思”
。
针对朝方这一表态，诺尔特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美国“绝对会”继续为美朝领导人会晤作准备，相信双方的会晤会继续推进。她说，近期美朝
关系出现一些“很好的迹象”，朝鲜也采取了释放 3 名遭羁押的美国公民等积极举措。她表示，美方未从朝韩双方听到取消军演或取消美朝领导人会
晤的消息，
美方将核实报道内容，
但她重申，
朝方领导人曾说过对美韩军演表示理解。
当天晚些时候，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发表声明说，
美方将继续关注朝方表态，
并和盟友密切协调。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 15 日身穿蓝色牛
仔裤，驾驶橘色卡车，穿
过克里米亚大桥，庆贺
大桥汽车道 16 日正式
开通。
这座大桥横跨刻
赤 海 峡 ，连 接 俄 罗 斯
本 土 与 克 里 米 亚 半 岛。
美国和欧洲联盟继续谴责
俄方借建桥巩固对克里米
15 日，普京开着
亚的“非法占领”，重申“克
卡车在大桥上行驶。
里米亚属于乌克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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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
“大桥卡车秀”
刺激乌美欧
【普京当司机】
当日，普京现身克里米亚大
桥汽车道，登上一辆俄罗斯产“卡
玛斯”牌自卸卡车。车头两侧后
视镜插着微型俄罗斯国旗。普京
在驾驶座上目视前方，一边熟练
地换挡、打方向盘，一边听身旁两
名工程人员介绍大桥建设情况。
普京所驾卡车领头，后面跟随 30
多辆同款卡车、吊车、混凝土搅拌
车等工程
车，从大桥
一端俄罗
斯南部克
拉斯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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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塔曼半岛出发，一路驶至大桥
另一端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市，全
程耗时 16 分钟。大桥汽车道当地
时间 16 日 5 时 30 分正式开始双
向通车，
最高限速每小时 90 公里。
克里米亚大桥是一座铁路、
公路两用桥，全长 19 公里。克里
米亚大桥建成后，将取代葡萄牙
首都里斯本的瓦斯科·达伽马大
桥，
成为欧洲最长大桥。
【美欧受刺激】
普京高调庆贺大桥通车，
惹恼
乌克兰、
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
尔特说，建造克里米亚大桥说明
俄罗斯“乐于持续藐视国际法”，

诺尔特警告，美国将继续制裁俄
罗斯，
“ 直至俄罗斯将（克里米亚）
半岛的控制权归还乌克兰”
。
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办公
室发言人说，俄方建桥通车“再一
次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艾伦·邓
肯说，英方将继续与伙伴一起反
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包括
继续制裁。
法新社报道，为缓解乌克兰
封锁和欧美制裁对克里米亚民众
生活的影响，俄罗斯需要向克里
米亚地区运送大量食品。大桥通
车后，可有效减轻克里米亚地区
物资进出对海运的依赖。
据新华社 5 月 16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