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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谈新年内政外交打算

盼韩朝合作引活力
据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总统文在寅 10 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新
年记者会，展望 2019 年韩国内政外交前景。他相信第二次朝鲜和
美国领导人会晤临近，期待韩朝经济合作为韩国经济注入活力，提
醒日本不要将韩国劳工索赔事宜政治化。
韩朝 2018 年商定对接并升级位
于韩朝边境的铁路和公路，去年年底
举行对接开工仪式。双方同时期待重
新启动金刚山旅游和开城工业园区项
目。
“韩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困难，无法像
过去一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
文在寅说，
“我相信韩朝经济合作将成为（韩国经济）
增长新的划时代引擎，为我们的经济带来
新生。
”

谈去核：
朝美二次会显征兆
朝美无核化谈判最近数月没有实质进
展。文在寅 10 日敦促朝鲜方面就无核化采
取具体且迅速的举措，同时强调国际社会采
取
“相应举措”
的重要性。
不过，
文在寅预期，
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
晤即将来临。他说：
“我相信金委员长（即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中国是第二次朝
美领导人会晤临近的征兆。中国方面持续在
推动韩朝对话、
美朝对话中扮演积极角色。
”
文在寅期待金正恩不久访问韩国，证
实去年年末收到金正恩来信并已回信。“我
相信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后，金委员长
回访（韩国）可能会更加顺利。”文在寅去年
9 月访问朝鲜首都平壤，得到金正恩尽快访
韩承诺。

谈劳工：促日本停止政治化

谈经济：
盼韩朝合作引活力
文在寅新年记者会讲话聚焦韩国经济，
说将发展以人为本的经济，加大对下一代投
资、大幅放宽管制措施、构建更加完善的社
会福利和就业安全体系，建设“创新型包容
国家”
。
韩国面临就业下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
等问题，令文在寅政府承受压力。文在寅
10 日说，一旦国际社会解除对朝制裁，韩国
将恢复与朝经济合作。

协商未果
美政府
将继续“停摆”
美国总统特朗普 9 日在华盛顿
白宫与国会高层会面，但他与民主
党在修建边境隔离墙问题上分歧
依旧，双方不欢而散。这意味着美
国联邦政府部分
“停摆”仍将继续。
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说，
民主党方面明确拒绝修建隔离墙的
可能，称这场会面“完全是浪费时
间”。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也参
加了会谈。他会后对媒体表示，民
主党早在数周之前就提出了解决
“停摆”的方案，现在的情况“非常、
非常的不幸”
。他重申，
民主党愿与
特朗普就结束
“停摆”
达成协议。
会面当天，联邦政府部分“停
摆”已持续 19 天，接近 21 天的历史
最长纪录。白宫和国会民主党自
“停摆”开始后进行了多轮谈判，但
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双方
核心分歧在于，特朗普要求国会拨
款 50 多亿美元用于在美墨边境修
建隔离墙，民主党对此坚决反对。
由于协商无果，特朗普日前多
次提及，或将动用行政权力宣布美
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使他绕过
国会，利用已拨付的军费修建边境
隔离墙。
（据新华社）

围绕韩国法院判处日本新日铁住金公
司赔偿日本殖民时期遭强征韩国劳工，韩日
交锋升级。韩国法院 8 日批准就劳工案扣
押日企资产，日本外务省次日召见韩国驻日
大使抗议。
文在寅在新年记者会上提醒日本，韩
日不幸历史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延续至今，
“这些问题不是由韩国政府造成”。他说，尽
管日本方面不满韩方法院判决，
“ 韩国政府
应尊重司法判断”，敦促日方就历史遗留问
题秉持“更加谦虚的态度”，与韩方一道努
力，纾解受害者的苦痛。
文在寅说，韩方一直强调以外交手段商
讨解决这一问题，避免伤害韩日关系。
“我认
为，日本领导人继续将这一问题政治化、扩
大化不明智。
”

日韩矛盾不断 关系暂难缓和
日本二战时期强征韩国劳工案的韩方
原告已向韩国法院申请扣押日方被告企业
部分在韩资产，
并于日前获认可。对此，
日
本政府 9 日要求韩方与其就《日韩请求权
协定》展开政府间对话磋商。韩方尚未就
是否同意日方要求做出决定。
除强征劳工案外，
日韩近期还因韩国
解散
“慰安妇”
基金会以及
“雷达照射风波”
等问题发生矛盾，
两国关系十分紧张。分
析人士认为，
日韩双方在相关问题上分歧
明显，
两国关系短期内难以缓和。

互不相让
从接到有关扣押资产通知的一
刻起，日方被告企业新日铁住金公司
将不能出售在韩合资企业的股份，相
关权限受到限制。
除此案外，两国间至少有十余
起涉及日本企业的同类索赔诉讼。
日本媒体称，日本政府就强征
劳工案向韩国政府提出交涉，意在
避免事态影响面进一步扩大，日本
相关企业遭受进一步损失。不
过，韩国总统文在寅在 10 日的新
年记者会上就这一问题表现出了
较为强硬的姿态。分析人士指
出，基于《日韩请求权协定》进行
磋商必须在两国都同意的情况

苏联最后一任最高苏维埃主席

卢基扬诺夫逝世

这是 1991 年 8 月 28 日在莫斯科拍摄的卢
基扬诺夫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美联

国际观察

新华社莫斯科 1 月 10 日电 （记者王晨笛）
据俄罗斯媒体 10 日报道，苏联最后一任最高
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 9 日逝世，
享年 88 岁。
据塔斯社报道，10 日，在俄罗斯共产党主席
久加诺夫的提议下，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为卢
基扬诺夫默哀一分钟。随后，
国家杜马主席沃洛
金追忆了卢基扬诺夫 1993 年至 2003 年间作为
杜马议员领导立法和司法改革委员会工作等情
况。久加诺夫也在会上发言，
缅怀卢基扬诺夫。
卢基扬诺夫 1930 年 5 月 7 日生于斯摩棱斯
克，1990 年接替戈尔巴乔夫出任最高苏维埃主
席，任职至 1991 年 9 月。此后，他曾当选为俄罗
斯国家杜马议员和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下才能进行。由于韩国政府已表示将尊
重司法裁决，日方此次磋商要求能否打破
局面目前尚不明朗。
据日媒报道，
如果《日韩请求权协定》外
交磋商和相关仲裁程序都无法解决问题，
日
本政府可能考虑就此事向海牙国际法院提
起诉讼。同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媒体上
公开表示，
日方将基于国际法严正应对，
他
已指示相关政府部门讨论具体对抗措施。

缓和不易
近一段时间以来，困扰日韩关系的问
题除了强征劳工案以外，还有韩国宣布解
散依据《韩日慰安妇协议》设立的“和解与
治愈基金会”
一事。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日韩之间的历史
问题长期而复杂，要想解决绝非易事。日
本坚称相关索赔问题已经通过 1965 年的
《日韩请求权协定》解决，但韩方认为这一
协定不影响强征劳工受害者个人对日方
的索赔权，双方分歧明显。而在韩国民
间，要求日方反省历史的呼声强烈。
而上月下旬两国之间又发生了关于韩
国海军舰艇是否对日本巡逻机进行了火控
雷达照射的争论。在日韩关系波澜不断，
双方间不信任感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日媒
对两国关系在短期内改善并不乐观。
（据新华社）

伊朗称将对等回应
欧盟制裁
据新华社微特稿 伊朗外交部
发言人巴赫拉姆·卡西米 9 日说，伊
朗将对等回应欧洲联盟制裁举措。
欧盟 8 日决定制裁一个伊朗情
报机构和两名情报官员，原因是荷
兰、丹麦和法国指认伊朗方面图谋
在欧洲发动袭击。据丹麦外交部发
布，欧盟“恐怖分子名单”加入了伊
朗情报和安全部内部安全局及其主
管赛义德·哈希米·穆加达姆和伊朗
驻奥地利外交官阿萨杜拉·阿萨迪。
卡西米 9 日在由伊朗外交部官
方网站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伊朗
将在“对等框架下”采取必要举措，
回应欧盟制裁。

阿富汗北部多个检查站遭袭

致 18 人死亡

巴西总统确认

巴西退出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9 日说，巴西有权决定
是否接纳移民，他确认巴西退出联合国移民问
题全球契约。
博索纳罗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想来巴西
的人应当遵守巴西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不
能随随便便地进入，更不能通过第三方契约进
入巴西。巴西不会拒绝需要帮助的人，但需要

建立起规章制度，各国应根据实际情况找寻最
佳解决办法。博索纳罗说，
巴西新政府将捍卫国
家主权，
“不受外部压力影响，
确立自己的规则”
。
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全称为《安全、有
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契约设定 23 项目
标，涵盖开放合法移民渠道、维护移民权益等多
个方面，
但契约不具法律约束力。 （据新华社）

阿富汗地方官员10日向新华社
记者证实，
阿北部塔哈尔省境内的多
个检查站当天遭塔利班武装袭击，
交
火造成至少 18 人死亡。塔哈尔省地
区行政官员穆罕默德·奥马尔说，袭
击发生在当地时间 10 日凌晨 2 时左
右，
至少有 8 名驻守检查站的警察在
交火中身亡，
另有 6 名警察受伤。此
外，塔利班武装方面有至少 10 人身
亡、
20人受伤。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