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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会晤！金正恩：
来这里
12 日下午，在新
加坡圣淘沙岛上的嘉
佩乐酒店，朝鲜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微
笑着交换签字文件，
在闪光灯下再次握
手。金正恩和特朗普
当天在这里举行朝美
在任领导人历史上首
次会晤，并签署了一
份联合声明。

6 月 12 日，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朝美联合声明主要内容
美国和朝鲜承诺建设新关系；
创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
朝鲜重申《板门店宣言》，
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美朝搜寻战俘和作战失踪人员遗骸，
朝方送还已确认的遗骸。

两人握手约 10 秒钟
当天上午 8 时过后，
特朗普乘
车离开下榻的香格里拉酒店，十
多分钟后抵达会晤地点圣淘沙岛
嘉佩乐酒店。大约 8 时 30 分，金
正恩一行从瑞吉酒店抵达。
8 时 53 分，
金正恩抵达会晤场
所，身穿黑色套装。特朗普稍后
出现，穿深色西装、白衬衫，系标
志性红领带。
按照美国白宫发布的日程，
两名领导人原定 9 时见面。见面
地点位于两座小楼之间，铺着红
地毯。
9 时 04 分左右，
金正恩和特朗
普相向而行，几乎同时踏上红地
毯，
向对方伸出手，
在朝美两国国
旗前握手、
合影，
简单互致问候。
韩联社报道，两人握手大约
10 秒钟。
从握手到寒暄，特朗普和金
正恩各自拍了拍对方的胳膊，一
起沿走廊走向会晤场所。
进入会场前，
两人并列而坐，
再次握手，
露出笑容。

“来这里不容易”
依照美方发布的日程，
从9时
15 分开始，
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
一对一会谈，
只有翻译在场。
会谈开始前，特朗普和金正
恩分别简短讲话。
特朗普说，
他感觉
“真不错”
，
“我们将作了不起的讨论，
建立非
常棒的关系”。他认为会晤将取
得
“巨大成功”
。
金 正 恩 表 示“ 来 这 里 不 容
易”。他说：
“ 拖后腿的过往和错
误做法有时蒙蔽我们的视听，但
我们克服一切，
来到了这里。
”
金正恩和特朗普单独会谈持
续 40 多分钟。大约 9 时 55 分，
双

方举行扩大会谈。
美方参加扩大会谈的包括国
务卿迈克·蓬佩奥、
白宫办公厅主
任约翰·凯利、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约翰·博尔顿。
陪同金正恩参加扩大会谈的
朝方高级官员为朝鲜劳动党中央
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长
金英哲、副委员长兼国际部长李
洙墉、
外务相李勇浩。
蓬佩奥说：
“ 我们希望这次峰
会能够为今后成功对话设定条
件。”美联社解读，这番话显示美
方调低对 12 日会晤的预期。

的展示阶段，摄影记者摄取特朗
普和金正恩所签文件的内容。
文件两页纸，
篇幅不足两页，
以
“联合声明”
为标题。
声明写道，特朗普和金正恩
约定以下四点：美国和朝鲜承诺
建设新关系；创建朝鲜半岛持久
稳定的和平机制；
朝鲜重申《板门
店宣言》，
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
核化；美朝搜寻战俘和作战失踪
人员遗骸，朝方送还已确认的遗
骸。
今年 4 月 27 日，金正恩和韩
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韩方一侧
“和平之家”
举行首次会晤并签署
见面 5 小时 签字 2 页纸
《板门店宣言》，宣布双方将为实
美朝双方官员扩大会谈后共
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
进工作午餐。
换而努力。
特朗普和金正恩饭后漫步闲
与特朗普会晤结束后，金正
谈。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他和
恩于当地时间下午 2 时左右乘车
金正恩会签署一份文件，但没有
离开酒店。特朗普在当天晚些
具体说明或解释文件内容。
时候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将推动
不久，特朗普和金正恩进入
尽快启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但无
为签字准备的房间。特朗普与金
核化将是长期过程，美方在半岛
正 恩 握 手 ，两 人 分 别 签 署 文 件 。 核问题解决前将继续保持对朝制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
这是一份
“非
裁。他还说，
期待美朝建交，
但目
常重要、
非常全面的文件”
。特朗
前还为时尚早。
普称，美国与朝鲜以及整个朝鲜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
半岛的关系将发生重大改变。
毅 12 日表示，
朝美相互对立甚至
特 朗 普 说 ，他 期 待 将 来“ 多
敌对半个多世纪，两国领导人能
次”与金正恩会晤。被问及是否
坐在一起、
平等对话，
本身就有重
会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特朗普
大和积极意义。希望双方领导人
回答：
“绝对会。
”
就推进和实现半岛无核化、推进
金正恩称这次会晤为“历史
并建立半岛和平机制达成基本共
性会晤”，双方决定“抛开过去”。 识，
迈出实质性步伐。
与“抛开过去”相关，特朗普承诺
在寻求安全稳定、合作共赢
向朝鲜提供安全保证，金正恩重
的时代趋势下，朝鲜半岛今年年
申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初起出现对话缓和势头。这次会
晤之前，中朝、朝韩、韩美领导人
联合声明约定四项内容
分别举行了双边会晤，共同推动
见面、会谈、签字，各个环节
半岛迎来走向无核、
和平、
繁荣新
开始阶段都向媒体记者开放。
时期的历史性机遇。
多家媒体报道，签字结束后
综合新华社电

中方对朝美两国领导人
作出的政治决断高度赞赏
外交部 12 日就朝美领导人会
晤发表声明，
对会晤取得的成果表
示欢迎和支持。声明全文如下：
朝美领导人会晤顺利举行并
取得了积极成果。这是推动朝鲜
半岛无核化和政治解决进程取得
的重要进展。我们对朝美两国领
导人作出的政治决断表示高度赞
赏，
对会晤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和
支持，
对有关各方为推动会晤取得
成功所作努力予以积极评价。
实现半岛无核化，
结束持续六
十多年的敌视与对立，
谋求半岛和
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
符合时代
发展潮流，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
声。此次朝美领导人会晤及其取
得的成果，
是向着上述目标迈出的

正确而重要的步伐。
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
坚
持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
坚持通过
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为此作出了不
懈努力。一段时间以来，
半岛形势
出现的重大积极变化，
特别是朝美
领导人会晤取得的成果，
符合中方
期待。我们希望并支持朝美双方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推
进后续协商，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成
果，
使政治解决半岛问题成为可持
续、
不可逆的进程。
中方作为半岛近邻和重要一
方，
愿同有关各方一道，
继续致力
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
平机制。
据新华社电

国际社会对会晤成果表示欢迎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
示，朝美领导人寻求政治解决方
案的努力值得赞赏。他感谢为此
次会晤创造条件而做出贡献的相
关各方，
希望各方抓住机遇，
为实
现朝鲜半岛的和平、
繁荣、
安全以
及可核查的无核化提供支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社交
媒体表示，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已
创造历史，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
是“历史性的”，将开启一段新的
关系。美方将为落实两国领导人
签署的联合声明开展工作。
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
主席斯卢茨基表示，这次会晤给
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带来取得
进展的希望。半岛问题只能通过
外交途径加以解决，在此过程中
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结果。俄中
两国制定的相关路线图将继续为
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提供保障。
韩国总统文在寅发表声明

说，对朝美领导人会晤取得成功
表示祝贺，对两国领导人的勇气
和决断表示赞赏。韩国将与国际
社会合作，推动朝美签署的联合
声明得到落实。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向两位领
导人成功完成历史性会晤表示祝
贺。他说，
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是
一个巨大进步，
为实现朝鲜半岛的
持久和平与稳定迈出重要一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此
次朝美领导人会晤以文件形式确
认朝美双方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努
力 的 意 愿 ，日 本 对 此 表 示 支 持 。
他还指出，各方将加强合作解决
半岛无核化等问题。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表示，
印尼高度欢迎与支持朝美领导人
举行的会晤，希望会晤成果不仅
能给朝鲜半岛带来和平，还能给
本地区与世界带来和平。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