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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者闫
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8 日在回
答有关美朝领导人会晤问题时表示，好
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希望美朝对话能
顺利举行并取得积极成果。

在当日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17日表示，如
进展顺利，可能会在 6月初或更早与
金正恩会晤，目前有五个地点在考虑
之中。美已与朝方在非常高的级别进
行了直接对话。还有报道称美国中情
局局长蓬佩奥已秘密访问朝鲜。中方

对此怎么看？中方是否愿在美朝领导
人会晤中发挥作用，比如建议会晤在
中国举行？

华春莹说，我们注意到美方有关表
态。中方对美朝开展直接接触对话表
示欢迎。

她说，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
的一半。我们希望美朝对话能顺利举行
并取得积极成果。积土成山，风雨兴
焉。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都谈起来、谈下
去，不断增进互信，扩大共识，沿着
“双轨并进”思路，推进半岛问题政治

解决进程，既推进并实现半岛的无核
化，又推进并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在此
进程中照顾各方合理关切，最后形成
“一揽子”解决，从根本上实现半岛的
长治久安。

华春莹表示，作为半岛近邻，中方
始终坚定致力于推进和平解决半岛问
题进程。“我们对所有有利于通过推动
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半岛问题的
努力都持积极支持和开放态度，愿继续
为推进半岛问题和平解决进程发挥建
设性作用。”华春莹说。

中方希望美朝对话顺利举行并取得积极成果

据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4月 17日 电

（记者朱东阳、刘晨）美国总统特朗普
17日表示，美国和朝鲜已开始举行“极
其高级别的”直接对话。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18日电 （记
者朱东阳、刘晨）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证
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上周曾前
往朝鲜，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特朗普称美朝已展开“极其高级别的”直接对话
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上周赴朝鲜会见金正恩

4月的平壤，春风扑面、杏花飘香。
13日至 18日，中国艺术团访问朝鲜，参
加第 31 届“四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
节。这是在中朝两党最高领导人北京
会晤后，双方进行的一次重要文化交流
活动，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访朝期间，中国艺术家们为当地民
众奉献了一场艺术盛宴，受到各界广泛
热烈欢迎，为中朝人民搭建起沟通的桥
梁，为传统友谊增添新的丰富内涵，为
两国友好关系注入新的力量。

今年 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晤，
达成重要共识。此次以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部长宋涛为团长的中国艺术团一行
200余人访问朝鲜，旨在通过文化交流，
继续巩固传统友谊，助力发展两国关系。

朝方把中国艺术团定位为“四月之
春”艺术节期间“最重要的代表团”，从各
个方面均作出周到安排，给予热情接待。

金正恩亲自安排艺术团各项活动
细节，多次和中国艺术团团长宋涛会
面，并和夫人李雪主出席多场中方有关
活动。其中包括举行盛大欢迎招待会，
出席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

17日晚，艺术节闭幕式后金正恩再次会
见宋涛，并同李雪主为艺术团获奖代表
举行庆祝晚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
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劳动党中央副
委员长崔龙海、朴光浩、李洙墉、金英
哲、崔辉和中央第一副部长金与正等悉
数参加艺术团活动。

此次访朝，中方派出由中央芭蕾舞
团、中央歌剧院、国家话剧院等组成的
强大演出阵容，为举行高质量演出提供
了重要保障。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中国艺
术团副团长李群表示，此次大型中国艺
术团访朝，是夯实两国民意基础的重要
行动。演出以润物无声的艺术交流方
式传递了中国声音、展示了中国形象，
将成为两国人民的重要文化记忆。

一次次如雷掌声，一次次不舍谢
幕，朝鲜观众对演出的热情回应，让艺
术团每位成员印象深刻。

除参加艺术节活动外，中国艺术团
还深入平壤文化机构，开展交流互动。
在被誉为“朝鲜少年儿童成才的摇篮”的
万景台学生少年宫，艺术团观摩了舞蹈、
伽倻琴、手风琴、书法、刺绣等教学情况，
并观看学生艺术表演。在金元均音乐大

学，艺术团了解了“未来的朝鲜艺术家”
的培养情况，并进行面对面互动。

中国艺术团在平壤的演出活动，引发
朝鲜各界强烈反响。各媒体予以深度关
注，进行了全面报道。朝中社报道说，作
为世界一流艺术团体，拥有近60年历史
的中央芭蕾舞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高超
的艺术水准。艺术家们通过出色演出，体
现了中国人民加强中朝文化交流、推动两
国关系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强烈意愿。
《劳动新闻》刊文表示，朝鲜党和政

府把中国艺术家们作为最亲近的朋友
予以接待。中国艺术团访朝是展现两
国友好关系继承传统、巩固发展的重要
契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朝鲜民众对
深化两国友谊深有感触。

朝鲜“人民艺术家”卢易华曾多次
到访中国。他表示，在朝中友好关系进
入新时期的背景下，中国的艺术家们来
到平壤，点亮了“四月之春”艺术节的舞
台。“在观看了中国艺术家们的演出后，
我深受感动，也真心感受到中国党和人
民对我们国家的友好之情。”
（据新华社平壤4月18日电 记者

李忠发、程大雨）

拉紧中朝友谊的文化纽带
——记中国艺术团访问朝鲜之行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者闫
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8日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势不可挡，中
方真诚希望有关非洲国家认清世界大
势，早日加入中非友好合作大家庭。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已于 17日
起对斯威士兰进行“访问”，以纪念所谓
台斯“建交”50年。报道称此行是蔡就职
后首次访非。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评论？

华春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这不仅被联合国决议所确认，也
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共识。
“当前，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 9月召开的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必将掀起中非

合作新高潮。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重返中非友好合作大家庭，充分表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我们真诚希望有关非洲国家认清世界
大势，早日加入中非友好合作大家庭。”
华春莹说。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8日表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于 23日至 24日
对华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相信此访将进
一步巩固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良好势
头，密切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

华春莹说，根据中俄外长年度互访
机制并结合多边会议安排，拉夫罗夫外
长将于 4月 23 日至 24日对华进行正式
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
事会会议。继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4月初成功访俄后，
双方 1个月内将实现互访，充分体现了
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8日在回
答有关印度外长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中
方愿同印方一道，保持高层往来，拓展务
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取
得新的更大发展。

华春莹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印互为重要邻国，同为发展中大国和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两国领导人确定中
印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目
标，引领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长足发
展。今年以来，中印关系呈现积极发展
势头。中方愿同印方一道，保持高层往
来，拓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
两国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势不可挡 希望有关非洲国家认清大势
俄罗斯外长访华将巩固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势头

将同印方一道拓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据新华社日内瓦4月18日电 （记者
凌馨）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公布的一份文件
显示，美国近日对世贸组织表示，愿与中
方就美国进口钢铝产品232措施和美对华
301调查项下的征税建议在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机制下展开磋商。美方此举是遵循
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的常规程序。

文件显示，尽管美方表示对中方的

磋商请求存在保留意见，但愿意就此展
开磋商。针对美国进口钢铝产品 232措
施，美方表示，该关税政策并非保障措
施，而是针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钢铝
进口产品所采取的措施。美方认为，世
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并不能解决涉及
“国家安全”的关税问题。

而针对对华 301调查项下的征税建

议，美方表示愿就此展开磋商，但目前
关税处在建议阶段，并未正式实施，因
此中方提出的问题并不存在任何被纳
入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的基础。

中国分别于 4月 4日和 5日就美国
对华 301 调查项下的征税建议，和美国
进口钢铝产品 232 措施，在世贸组织争
端解决机制项下向美方提出磋商请求。

世贸组织称

美方表示愿与中方在世贸框架下就关税问题展开磋商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
者闫子敏）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8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将于 24日在北京
举行。

华春莹介绍说，应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长王毅邀请，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哈
萨克斯坦外长阿布德拉赫曼诺夫、吉尔

吉斯斯坦外长阿布德尔达耶夫、巴基斯
坦外长阿西夫、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塔吉克斯坦外长阿斯洛夫、乌兹别克斯
坦外长卡米洛夫、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阿利莫夫和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
构执委会主任瑟索耶夫将与会。

华春莹说，此次会议是上合组织
扩员后首次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

旨在为即将于 6月举行的青岛峰会作全
面准备。会议期间，中国国家领导人
将集体会见与会各方代表团团长。王
毅将主持召开外长会议。成员国外长
们将就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共同签署
一系列成果文件并发表反映会议共识
的新闻公报。

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将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者
闫子敏）针对美国一智库质疑“一带一
路”倡议双赢目的的报道，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 18日表示，如果一直以阴暗的
心态、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就会发现
外面的世界处处都是阴暗和陷阱。如
果抱着阳光心态、敞开心扉，就会看到
世界阳光明媚、春暖花开。

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美
联社报道，美国一个智库就“一带一路”
倡议发布研究报告称，通过对中国在孟
加拉国、斯里兰卡、柬埔寨等 15个中资
港口项目的分析，发现相关项目并非为
实现“双赢”的经济发展，而是产生了政
治影响力，扩大了中国军事存在，反映
了中国的安全意图。报告还称有关项
目存在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你对此有

何回应？
华春莹表示，5年来，“一带一路”倡

议得到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响应和支持，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
中方签署了合作协议。
“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不是顺应

时代潮流、造福各国人民、具有旺盛的
生命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一带一路’
建设怎么会获得如此广泛的响应和支
持？”她说。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华春莹强调：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一

个经济合作倡议，其最核心的理念是通
过基础设施和各领域互联互通，加强经
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希望通过
“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互联互通的物理
条件和人文环境，扩大全球有效需求，

巩固全球经济复苏的总体态势。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阳光

倡议。中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无论是规划合作
蓝图还是实施具体项目，都由参与方商
量着办，一切都在阳光下运行，坚持公
开透明。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互利
共赢的倡议。既着眼于中国全方位对
外开放、更着眼于世界经济联动发展；
既致力于同相关国家分享中国发展机
遇、实现共同繁荣，也有助于推动解决
当前世界发展难题，是一个促进全球发
展合作的中国方案。在建设过程中，中
方始终坚持市场运作，兼顾各方利益和
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
数，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一带一路”顺应时代潮流造福各国人民

本报济南4月18日电 贾春明、

颜士栋报道：中国第 6批赴马里维和
部队今天下午在陆军第 80 集团军某
部正式组建。这是第 80 集团军调整
组建后，首次派出官兵执行联合国维
和任务。

中国第 6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共 395
人，包括 170人的警卫分队、155人的
工兵分队和 70人的医疗分队。其中警

卫、工兵分队分别以第 80集团军某合
成旅和某工程防化旅为主组建，医疗
分队以某部医院为主组建。该批维和
部队计划 5月中下旬，分两批飞赴马
里，接替第 5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在
任务区的 1 年，他们将担负道路桥
梁、机场跑道和营房设施抢修，战区
司令部营区安全防卫，伤病员救治和
卫生防疫等任务。

为确保圆满完成任务，第 6批赴马
里维和部队集中组织封闭训练，他们按
照临战标准、采取超常措施、紧盯短板
弱项，先后完成了维和行动法规条例学
习、反恐防卫训练等。

上图：4月18日，中国第6批赴马

里维和部队举行成立大会。

谢超凡摄

中国第6批赴马里维和部队正式组建

韩国和朝鲜代表
4 月 18 日在板门店朝
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
实务会谈，商定对 27
日韩朝首脑会晤的主
要环节进行电视直播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东京4月18日电 （记者
王可佳、邓敏）中日韩三国合作国际论坛
18日在日本东京举行。

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钟宪在致
开幕辞时说，加强合作是三国长期以来
追求的愿景，三国应不断努力，通过交流
加深相互理解，并积极推动三国关系进
一步发展。

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表示，三国
应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有关问题，树立
互利共赢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扩大相互开放，深化三国合作，反对贸易
保护主义，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使其
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

方向发展。
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说，三

国间相互支持、增进合作不仅对自身有
益，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重
要意义。

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主旨演
讲时说，新形势下，中日韩三国应建立新

的战略信任，打造新的合作亮点，创造更
好的民意氛围，维护更加和平稳定的地
区环境。

三国合作国际论坛由三国合作秘书
处主办。本次论坛主题为“开启三国合
作新篇章：十年回首，十年展望”，300多
名中日韩三国各界人士出席。

中日韩三国合作国际论坛在东京举行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4月18日

电（记者吴刚）俄罗斯东部军区 18日起
在千岛群岛举行大规模演习，主要演练如
何击退敌人的打击和做好海岸防御任务。

俄东部军区新闻处 18 日发布公告
说，本次演习共动用 2500多名军人和包
括T－72B主战坦克、米－8直升机等在
内的 800 多件军事装备。演习过程中，
摩托化步兵部队、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
将在空中火力和俄太平洋舰队海上火力
的协助下，对“模拟敌方”进行实弹打
击。其中，对“模拟敌方”的海上舰队进

行实弹射击为演习高潮部分。
公告说，演习期间，参演部队还将演

练如何在“模拟敌方”特种部队侵入岛屿
的情况下做好海岸防御工作。公告没有
说明本次演习将持续至何时。

俄东部军区管辖俄远东地区和后贝

加尔地区所属军事力量，总部设在俄远
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

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堪察加半
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国后、
择捉、齿舞和色丹四个岛屿被俄罗斯称为
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之为北方四岛。

俄东部军区在千岛群岛举行大规模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