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阿富汗政府官员

6月 30日说，阿安全部队 29 日夜间

对阿东部帕克蒂亚省加尔达西拉地

区的塔利班武装分子藏身处发动空

袭，炸死 10名武装分子。

帕克蒂亚省警察局发言人塔巴

萨姆告诉新华社记者， 这次空袭还

摧毁了武装分子储藏的大量武器弹

药。在随后的地面行动中，阿安全部

队又逮捕了 10名武装分子。

另外， 阿西部法拉省警察局发

言人莫希卜 30 日告诉记者，该省巴

拉布洛克地区的一个安全部队哨所

29 日夜间遭到塔利班武装分子袭

击，造成 8 名安全部队士兵死亡、10

人受伤。 双方的冲突一直持续到 30

日上午， 塔利班方面也遭受了人员

伤亡。

近来， 虽然阿富汗安全部队和

北约驻阿富汗联军加大了对塔利班

武装分子的清剿力度， 但塔利班武

装也日趋活跃，伺机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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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正在韩国访问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 30 日在板门店与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握手会面。

随后， 特朗普跨越军事分界线来到

朝方一侧， 成为朝鲜战争结束以来

踏上朝鲜国土的首位美国在任总

统。

这是两人继新加坡会晤和河内

会晤后的第三次会面。之后，特朗普

和金正恩再次跨越军事分界线，来

到韩方一侧，与等候在“自由之家”

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共同会面。

据新华社驻平壤记者介绍，6

月 30日，朝鲜媒体尚无对金正恩可

能将与特朗普会面一事进行任何报

道。

6 月 30 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

到访的特朗普在会谈后共见记者。

文在寅在记者会上说， 这将是朝鲜

战争停战 66 年来韩美朝领导人首

次在板门店握手。

6 月 29 日，在日本出席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 特朗普

通过社交媒体“推特”表示，有意利

用他本人 6 月 29 日至 30 日访问韩

国的机会， 前往非军事区与金正恩

“握手并问好” 。

当天，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他

与金正恩“处得非常好” ，只是提出

“试探性建议” ，如果金正恩前往非

军事区，两人可以见面两分钟，“那

样就好” 。 他说，自己非常愿意跨过

军事分界线进入朝鲜。

对于这份“推特” 发出的“邀

请函” ，朝方当天也公开回应。

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姬

29 日发表谈话说，朝方认为特朗普

在社交媒体上提出的在朝韩非军事

区会见金正恩的提议“非常有趣” ，

但朝方未收到与此相关的正式提

议。

据朝中社当天公布的谈话内

容，崔善姬还表示，“如果朝美首脑

会晤能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在分

裂之线得以实现， 这对于进一步加

深两国首脑间已形成的亲密关系及

两国关系的进展， 将是又一有意义

的契机” 。

据朝中社 6月 23 日报道，金正

恩收到了特朗普的亲笔信。 金正恩

表示，“信中包含良好内容” ， 他将

“慎重考虑（信中）有趣的内容” 。

朝中社当时还播发了一张金正

恩坐在桌前阅读信件的照片。 但报

道没有披露亲笔信的具体内容和金

正恩收到信的时间。

早在去年 4月 30 日，特朗普就

曾表态说， 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举

行美朝首脑会面，是“令人感兴趣”

的想法， 他与文在寅讨论过这处地

点。

他当时还在推特上写道，“北

南边界的‘和平之家’ 或‘自由之

家’ 是不是比第三国更有代表性、

重要性和持久性？ ”

根据朝鲜战争停战协定， 交战

双方把北纬 38 度线附近的实际控

制线作为军事分界线， 东西长约

240 公里， 南北两侧各两公里以内

为非军事区。

朝韩领导人在过去一年三次会

晤， 有两次都是在非军事区内的板

门店共同警备区。 2018 年 4 月 27

日，金正恩跨越军事分界线，进入板

门店非军事区共同警备区韩方一侧

的“和平之家” ，同文在寅举行首次

会晤，双方签署《板门店宣言》。 内

容就包括把非军事区打造成和平地

带等。 同年 5月 26 日，文在寅在板

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与金正恩举

行了第二次会晤。 同年 9 月 19 日，

文在寅在访问平壤期间与金正恩签

署了《9月平壤共同宣言》。 双方还

采取了设立共同联络事务所、 撤除

非军事区哨所等一系列举措。

今年 3月， 新华社驻平壤记者

曾赴板门店采访。据了解，板门店内

目前还留有举行朝鲜战争停战协定

谈判和签字仪式的两处平房建筑，

一处是谈判场，一处是签字厅。谈判

场只有几十平方米， 一张长方形桌

子两边各有五把椅子。

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板门店会面

特朗普成为朝鲜战争结束以来踏上朝鲜国土的首位美国在任总统

据新华社电 消息人士 6 月 29

日说，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代表

下周将就化解政治危机恢复对话，

地点可能是挪威或加勒比岛国巴巴

多斯。

委内瑞拉政府同一天释放 59

名近 3年前逮捕的哥伦比亚人。 联

合国方面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积

极迹象” 。

路透社以 3名熟悉对话进展的

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委内瑞拉政府

和反对派还没有确定对话地点，可

能是前两轮对话举办地挪威，也可

能是巴巴多斯。

美联社报道，巴巴多斯是首选

地；一名反对派人士说，具体细节有

待确定，对话地点可能在最后一刻

改为挪威。

那 3名消息人士中的两人说对

话下周开始，没有给出更多细节。委

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暂时没有确认

对话消息。

双方 5 月在挪威举行两轮对

话，没有就解决政治危机达成协议。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

罗去年 5月赢得连任， 今年 1 月就

职。 属于反对派阵营的议会主席胡

安·瓜伊多不予承认，1 月 23 日宣

布就任“临时总统” ，得到美国、欧

洲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承认。 为逼

迫马杜罗下台， 美国不断以经济制

裁、 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等手段施

压。

瓜伊多 6 月 28 日在社交媒体

“推特”发布文字，称他得到盟友支

持，将“与国家和国际领导人开始

新一轮磋商” 。

马杜罗坚持认为， 与反对派对

话是唯一出路。

“我希望对话继续，对话将会继

续，”他 27日说，“我们将在为委内

瑞拉达成可验证、 可执行的和平协

议道路上取得进展。 ”

瓜伊多所获支持近期显现颓

势。 美联社报道，瓜伊多 4 月 30 日

策划军事政变失败， 军方高层大多

与马杜罗站在一起。 设在委内瑞拉

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民意调查机构

6 月初发布一项调查， 显示调查对

象中 36%认为瓜伊多是“符合宪法

的总统” ， 而这一数字今年 2 月是

49%。

委内瑞拉政府 6 月 29 日把

2016 年 9 月逮捕的 59 名哥伦比亚

人驱逐出境。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

克当天说，这 59人已经回国。

联合国方面对委方这一做法表

示欢迎，认为这是“积极迹象” 。 联

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智利前总

统米歇尔·巴切莱特上周访问委内

瑞拉，与马杜罗、瓜伊多等人会面。

路透社报道，哥伦比亚 2018 年

请求联合国介入， 要求委内瑞拉释

放哥伦比亚人。 马杜罗政府指认这

些人是准军事组织成员。

哥伦比亚承认瓜伊多的“临时

总统” 身份。 委内瑞拉政府今年 2

月断绝与哥伦比亚的外交关系，关

闭与哥伦比亚交界地带三座大桥，

以阻断主要来自美国的“援助” 物

资入境。委政府指认美方“援助” 是

为军事干预做准备。

委政府和反对派有望下周恢复对话

地点可能是挪威或加勒比岛国巴巴多斯

据新华社电 日本 30日正式退

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定于次日重新

开始商业捕鲸。 共同社认定日本政

府这一决定“极不寻常” ，将招致反

捕鲸国家和环境保护团体更多批

评。

日本定于 7 月 1 日时隔 31 年

恢复商业捕鲸，捕捞范围限于日本

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山口县下关市、

北海道钏路市当天将分别派出多艘

捕鲸船，开始商业捕鲸。 不过，共同

社报道， 日本国内鲸肉消费规模缩

小，重新启动商业捕鲸前景不明朗。

国际捕鲸委员会 1982 年决定

暂停商业捕鲸， 日本随后一直要求

恢复商业捕鲸， 没有成功。 日本

1951年加入这一国际组织，1988 年

被迫结束商业捕鲸，转而以“科学

研究” 为名在西北太平洋、南极附

近海域等从事所谓“调查捕鲸” 。反

捕鲸人士指认日本打着“科研” 幌

子商业捕鲸。

鉴于国际捕鲸委员会反捕鲸成

员超过半数，日本去年 12月宣布退

出。重启商业捕鲸同时，日本将停止

在公海调查捕鲸。日方认定，这有助

减少来自澳大利亚等南极海域周边

国家的反对。

下关市被视为日本近代捕鲸发

源地， 当地一家鲸肉料理店店长小

岛纯子直言：“失去南极海域对下

关是沉重一击。 ”

英国多家媒体 29 日批评日本

重启商业捕鲸。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报道，“日本无视国际社会批评，重

启商业捕鲸” 。

日本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

重新开始商业捕鲸

阿富汗空袭炸死

10名塔利班分子

据新华社电 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29 日在大阪

会晤，同意继续缔结和平条约谈判，

没有就如何解决领土争议取得实质

进展。

安倍与普京在二十国集团峰会

(G20)结束以后会晤。 普京上次访问

日本是 2016 年 12 月， 这是他时隔

两年多再次访日。 两人今年年初在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晤。

会晤开始前，安倍说：“继 1 月

访问俄罗斯，再次见到（普京）总统

我感到高兴。 ”他告诉媒体记者，希

望与普京探讨缔结日俄和平条约、

推动两国多领域合作等议题。 普京

说， 乐意与安倍讨论包括和平条约

在内的各种议题。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日本外务

省高级官员告诉共同社记者， 安倍

特意选在 G20 闭幕后与普京会晤，

这一安排“特别” ，说明安倍“想专

心与普京对话” 。

围绕争议领土“北方四岛” ，即

俄方所称“南千岛群岛” ，安倍与俄

方谈判可以追溯到 2013年 4月。 他

曾视普京上次访日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机会，但没有如愿。

两人 29 日会后一同出席记者

会。安倍说，双方同意继续履行去年

11 月新加坡首脑会晤达成的约定，

以《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快日

俄和平条约谈判进程； 日方将从 9

月起放宽日俄经济合作相关企业人

员赴日签证办理手续； 北方四岛日

本原岛民可以坐飞机 8 月或 9 月前

往四岛扫墓； 最早今秋开始在北方

四岛试行观光和垃圾处理项目。

普京说， 双方就在争议领土推

进联合经济活动取得进展。

安倍在记者会上承认， 围绕日

俄缔结和平条约，“克服立场隔阂

不容易” 。

关于领土争议

日俄进展不大

6月 30日，韩国首尔市民在家里收看金正恩与特朗普会面的电视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