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
共进“社交晚餐”

当地时间2月27日下午6时30分
许，金正恩和特朗普出现在会见地点
河内索菲特传奇酒店。

开场白结束后，两人再次握手。
金正恩与特朗普当晚举行大约20分
钟的一对一简短会谈后，随后共进

“社交晚餐”。晚餐持续大约90分钟。

第二天
工作午餐取消

依照原定日程安排，金正恩和特
朗普当地时间2月28日上午9时开始

“一对一”会晤；大约45分钟后，双方
扩大会谈，各自代表团成员加入；双
方共进工作午餐后继续会晤；14时左
右有签署仪式；15时30分，特朗普在
他下榻的万豪酒店见媒体记者。

13时许，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宣布，
取消工作午餐，双方代表团成员参加
的会谈30分钟后结束，记者会提前至
14时。这意味着签署仪式一并取消。

13时30分左右，朝美代表团车队
各自离场。

特朗普2月28日下午在河内举行
的记者会上确认，美朝领导人第二次
会晤没有签署共同文件。他说，过去
两天会晤“有成效”，但“没有签署任
何东西”。

截至目前，朝方对此次会晤尚无
任何表态。

2月23日
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2月23日
下午乘坐专列离
开平壤，启程前
往越南

2月26日
金正恩乘坐的火
车当地时间2月
26日上午抵达越
南北部谅山省同
登火车站，多名
越南官员和大量
当地民众到火车
站迎接。当天上
午，经过170公里
的车程，金正恩
抵达越南河内梅
利亚酒店

2月26日下午
下午5点，金正恩
抵达朝鲜驻越南
大使馆

2月25日
美 国 总 统 特 朗
普，于当地时间2
月25日乘坐专机
启程前往越南

2月26日
特朗普于2月26
日晚抵达越南首
都河内。随后乘
车抵达下榻的万
豪酒店

2月27日中午
特 朗 普 分 别 与
越 共 中 央 总 书
记、国家主席阮
富 仲 和 总 理 阮
春福会面。特朗
普 感 谢 越 方 为
举 办 第 二 次 美
朝 领 导 人 会 晤
所作努力，同时
讨 论 深 化 美 越
关系等议题

金正恩
乘坐专列
经长途旅程
抵达越南

特朗普
乘坐专机
经长途飞行
抵达越南

河内会晤

特朗普昨日结束与金正恩
会晤，从越南返回美国。

据朝鲜媒体此前报道，金正
恩将于3月1日至2日对越南
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新华国际、央视新闻等）

提前结束、未签协议
第二次“金特会”

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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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部2月27日下午证实一
架印度战机被巴基斯坦击落，要求巴
方立即释放一名飞行员。

巴基斯坦军方在社交媒体发布视
频，那名飞行员自称受到巴方良好对待。

当地时间2月28日下午，巴基斯坦
总理伊姆兰·汗宣布巴基斯坦方面将于3
月1日释放此前抓获的印度飞行员，以
显示巴方和平的立场。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 月26 日至
27日印巴相互空袭，是自1971年印巴
大规模冲突以来头一回。国际社会呼
吁印巴双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升级。

俘虏“出镜”

巴基斯坦新闻文化部2月27日发
布一段视频，显示巴方俘获的印度飞
行员蒙着双眼，脸部有血迹，接受一名
男子讯问。那名飞行员自称空军中校
阿比南丹，报出军人身份编号。

巴基斯坦新闻文化部的社交媒体
“推特”账户稍后删除这段视频。

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巴
方视频是对抓获印度空军一名伤员的

“粗鄙炫耀”；巴方应“确保所羁押的印
度国防人员不受伤害”，印方“期待他
立即平安回国”。声明没有提及飞行员
的姓名。印度媒体报道，他名为阿比南
丹·瓦尔萨曼。

自述获救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月27日晚
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显示巴方已经
摘下阿比南丹的蒙眼布，给他洗了脸，
后者似乎没有受伤，神情放松不少，表
达谢意。他回答多个提问，包括姓名、
军衔，说他来自印度南部，但拒绝述说
涉及飞行任务的细节。

社交媒体流传的另一段视频显示
阿比南丹被俘情形。林间小溪中，一名巴
基斯坦士兵阻止村民对阿比南丹拳打脚
踢，喊着“够了”。阿比南丹在巴基斯坦军
方发布的视频中感谢巴方官兵救了他。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三军新闻局
局长阿西夫·加富尔说，巴方“按照军事
伦理的每一项规范”对待阿比南丹。

回避“升级”

阿比南丹成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在
克什米尔最新冲突的焦点人物。

他驾驶的战机2月27日上午遭巴
基斯坦空军击落，在巴控克什米尔坠
毁。巴方指认印军两架战机越过克什
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按照巴方的说
法，阿比南丹所驾战机坠毁在巴控克
什米尔，另一架印军战机坠毁在印控
克什米尔。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拉维什·
库马尔当天下午证实印度空军一架米
格—21型战机遭击落。

加富尔说，印方战机越过实际控
制线是对巴方空军2月27日早晨空袭
印控克什米尔的回应。那次空袭中，巴
方数架战机“瞄准”印方6处目标，但只
对“开阔地”开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或附带损失。加富尔在记者会上说，巴
方空袭并非报复印方前一天空袭，只
是展示巴方反击能力。“我们不希望局
势升级，我们不想要战争。”（新华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
月28日在回应朝美领导人第二
次会晤突然结束且未签署共同
文件一事时说，中方非常希望朝
美双方继续保持和开展对话，继
续互释诚意，共同致力于推进朝
鲜半岛无核化和构建朝鲜半岛
和平机制。

陆慷说，过去一年多来，朝
鲜半岛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半岛
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正确
轨道，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值得
珍惜。

“事实上，朝鲜半岛形势过
去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和曲折经
历告诉我们，坚持对话协商才是
唯一出路，相向而行方能行稳致
远。”陆慷说。

他说，中方非常希望朝美双

方继续保持和开展对话，继续互
释诚意，切实尊重和照顾彼此合
理关切，共同致力于推进朝鲜半
岛无核化和构建朝鲜半岛和平
机制。中方将继续为此发挥自己
建设性的作用。

此外，2 月 28 日，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朝
鲜外务省副相李吉成。对于已
结束的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
晤，王毅称，双方谈判已经进入
深水区，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
的困难。但通过对话，政治解决
朝鲜半岛问题的大方向已经明
确。中国有句话，好事多磨、前
景可期。希望双方继续对话，相
向而行，朝着既定目标作出不
懈努力。中国也愿继续为此发
挥建设性作用。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
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锐同志（部
长级待遇），于2019年2月16日因病医
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李锐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
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
和哀悼。

李锐，原名李厚生，1917年4月生
于湖南平江。1936年春参加革命工作，
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2
月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
宣传科科长。1941年9月起先后任《解
放日报》国内评论编辑、评论部解放区
组组长。1945年10月任冀热辽日报社
社长。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
同志政治秘书。1949年8月起先后任新
湖南报社社长，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代部长。1952年10月起先后任燃料
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电力工业
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水
利电力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
迫害。1979年4月任电力工业部副部
长、党组副书记兼基建工程兵水电指
挥部政委，1980年8月兼任国家能源委
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82年4月起
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
长、副部长。1995年6月离休。

李锐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
委员，在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
和中共十三大上分别增选、当选为中央
顾问委员会委员。 （新华社）

巴基斯坦将释放
此前抓获的
印度飞行员

李锐同志逝世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再次会晤的同一天，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目睹两笔客运飞机

“大单”落到纸面，如果转换成合
同合计金额将达到157亿美元，
访问成果已然“落袋”。

美朝领导人会晤2月27日
傍晚开始，特朗普当天早些时
候与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一
道，见证美越双方签署多项商
业协议，涉及110架“波音”客机
部分含金量最高。

特朗普在协议签署仪式上
说，希望稍后美朝领导人会晤能
够传出“捷报”，但“（与朝方领导
人）会面以前，不少好事情已经发
生，如越南和美国签署这些协议”。

美国波音公司说，与以国内
和地区航线为主业的越捷航空
公司达成100架客机采购意向，
所涉金额127亿美元。

越捷航空公司是私人廉价
航空运营商，先前以欧洲“空中
客车”机型执飞，现在“押宝”波
音明星机型的最新改款。只是，
越捷航空2016年下单100架波音
—737 MAX型客机，迄今一架
都没有交付。

波音—737喷气式客机1967
年面世，采用中短程双发动机设
计，截至2018年4月已经交付超过
1万架，另有5000架订单待交付。

不过，作为第四代机型，波
音-737 MAX似乎运气不佳。

MAX系列细分7、8、9、10四种机
型 ，2016 年 1 月 底 ，波 音 -737
MAX 8完成首飞，随后开始陆
续交付。

2018年10月29日，印度尼西
亚狮子航空公司一架全新波音
—737 MAX 8客机满载坠毁，
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生
还。事发时，客机刚刚交付两个
多月，成为MAX 8机型全球首
次历难。

这一事件冲击用户对这一
机型的信心，而越捷航空订单对
重塑第四代737首发机型的形象
相当于一剂“强心针”。

另外，越南航空公司是国营
航空企业，与美国萨布尔国防工
业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潜在商
业价值3亿美元。

同时，以特朗普访问为契
机，越南最年轻的航空运营商班
布航空公司与波音公司达成10
架波音—787型“梦想”客机订
单，所涉金额30亿美元。

班布航空2017年创建，今
年1月成功首航胡志明—河内
航线，先前已经订购20架“梦想
"客机。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本月
初认定，越南已经达到国际航空
安全标准。越南和美国之间现在
没有直飞航线，美方监管机构的
安全认证为越南运营商直飞美
国提供可能。

■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
普 2月 28日在越南首
都河内提前结束会晤，
没有签署协议。特朗普
当天下午在记者会上
说，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的缘由是朝鲜要求美国
解除全部制裁，却没有
相应的弃核举措。

■特朗普说，他认为
签署协议“不正确”，“我
迫切想取消制裁，因为
我想让这个国家发展，
但他们需要放弃更多”。

朝美领导人
河内会晤

关
注

金正恩与特朗普2月28日
上午按计划先后举行了一对一
会谈和代表团大范围会谈。当地
时间13时30分左右，朝美代表
团车队各自离场，未举行原定的
共同文件签署仪式。白宫方面通
知媒体称，特朗普记者会比原定
计划提前两个小时举行。

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
朝领导人举行了“非常好且有建
设性的”会晤，讨论了推动朝鲜
半岛无核化和相关经济事务的
多种措施，但“未达成协议”，双
方团队期待今后继续会面。

特朗普在会晤后举行的记
者会上表示，过去两天的会晤

“有成效”，但“没有签署任何东
西”，双方有很多选项，但决定目
前不去执行任何一项。他表示，
双方就解除对朝制裁范围相关
问题没能达成一致。在他看来，
这次会晤不是没有取得进展，因
为朝鲜方面承诺继续暂停核武
器和导弹试验。

他表示，朝方要求美方取消
所有对朝制裁，为此朝方愿意满
足美方提出的无核化要求中的
大部分条件，但美方无法同意在
此情况下放弃所有对朝制裁。

共同出席记者会的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说，美朝在会晤中取得

“切实进展”，但朝方未能满足美方
提出的“更多”要求，期待双方代表
团近期再次会面，“我仍乐观”。

截至目前朝方没有就会谈
结果做出表态。在代表团大范围
会谈前，金正恩回答媒体提问时
再次强调朝方的无核化意愿，表
示“如果没有无核化意志，我就
不会来到这里”。

朝美领导人2月27日晚拉
开河内会晤序幕，两人在会晤之
初均对取得结果表示期待。但两
人昨日面对媒体时略显谨慎。金
正恩拒绝预测结果，只说“直觉
是会晤将取得好结果”。特朗普
表示，比起速度，重要的是达成

“正确协议”。

■虽然午餐和签署
仪式取消，特朗普描述
会晤气氛“非常不错”、
“相当友好”。双方谈及
“许多选项”。他同时谈
及，他和金正恩的关系
依然“牢固”。

■截至目前朝方未
就会谈结果做出表态。
在代表团大范围会谈
前，金正恩回答媒体提
问时再次强调朝方的无
核化意愿，表示“如果没
有无核化意志，我就不
会来到这里”。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7日至
2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但双方未达成任何
协议。“我们这两天的会晤富有成效，但有时候不得不离开。”特朗普
昨日在记者会上说。

有分析指出，半岛问题错综复杂，解决并非一蹴而就。此次朝美
领导人会晤结果表明，双方在无核化步骤及取消对朝制裁等关键问
题上仍有分歧，需继续相向而行，增进互信，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对立。

此外，特朗普昨日结束与金正恩会晤，从越南返回美国。韩国媒
体报道，特朗普在专机起飞后不久致电韩国总统文在寅。

特朗普此前说，他会告知文在寅朝美领导人第二次美朝领导人
会晤情况。

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进入
第二天，会谈“无果而终”。朗普
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现在还
是过程，距离签订协议还早”。这
一结果，与两国领导人会谈前的
期待相去较远。这也充分说明了
朝核问题的复杂性。

双方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对
话势头，继续互释善意，培育信
任。事实上，去年朝美领导人新加
坡会晤打破僵局后，两国关系并未
取得实质进展，甚至一度陷入停
滞。究其原因，在于朝美间根深蒂
固的战略猜疑，双方都在等对方先
迈一步，展现更多诚意，拿出切实
行动。而此次会谈的“无果而终”，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双方
依然“没有在解除对朝制裁问题上
达成一致”，更不要说半岛无核化
这样核心的问题。应当指出，每一
次会晤都是新的起点。朝美未来的

对话仍将面临诸多困难和不确定
性，这一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双方
须以更多的真心和耐心，分阶段、
同步对等，相向而行，推进半岛问
题政治解决进程持续向前。

半岛形势多年来的起伏波
折向世人昭示，对话协商才是根
本出路，相向而行方能行稳致
远。去年朝美事实上实现“双暂
停”之后，半岛剑拔弩张的阴云
散去，迎来对话沟通的和缓局
面，受到关注半岛局势人们的欢
迎。下一步，双方应倍加珍惜来
之不易的对话势头，充分考虑和
照顾彼此合理关切，相向而行，
共同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持久
和平稳定做出努力。

路虽远行则将至。期待朝美
双方显示诚意，互释善意，把握住
半岛问题政治解决难得的历史机
遇期，将对话之路走稳走实。

会晤节奏突变/制裁问题谈不拢

会谈“无果而终”/期待朝美对话之路走稳走实
声音声音////
中方：非常希望朝美双方
继续保持和开展对话

收获收获////
特朗普越南行获客机“大单”

朝中社2月24日提供的照片显示，金正恩在专列上向平壤火车
站内送行人员挥手致意 新华社发

2月28日，特朗普乘坐专机离开越南，比原计划的时间提前了
2个半小时左右

2月27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夏季首府
斯利那加附近，人们聚集在战机残骸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