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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朝鲜第六次核试验，由美国起草的新制裁决议草案当地时间
11日将在安理会进行表决。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称一旦决议表
决通过，朝方将采取后续措施让美国付出代价。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
希望安理会成员对外发出团结一致的声
示，
赞同安理会做出进一步反应，
音。
与此同时，
韩国媒体爆料称，
去年朴槿惠政府曾秘密要求美国重新在
半岛部署战术核武器，但遭拒。朝鲜半岛局势似乎又到了一个风口。

再念
“紧箍咒”

安理会将表决对朝制裁新决议
朝鲜要让美国陷入窘境
中方赞同对朝采取措施
朝鲜外务省１１日发表声明
说，若美国在安理会推出新一
轮涉朝制裁决议，朝鲜必将让
美国付出相应代价。
朝中社当天发布的外务省
声明说，美国企图针对朝鲜不
久前进行的核试验在联合国推
出新涉朝制裁决议。若决议表
决通过，
“ 朝鲜将采取的后续措
施会使美国陷入史无前例的窘
境”。声明表示，朝鲜研制核武
器是遏制美国对朝敌视政策与
核威胁的手段，是正当的自卫
措施。
据报道，美国针对朝鲜本
月３日 进 行 的 核 试 验已经起草
了一份新的制裁案，
将于１
１日在
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表决。
８月初，
安理会一致通过了涉及朝核问
题的第２
３
７
１号决议，
严厉谴责朝
鲜７月４日和7月２
８日试射洲际弹
道导弹，要求 朝 鲜 放 弃 核 武 器
和导弹计划，并决定对朝鲜实
施更严厉的制裁措施。

在11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
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表示，中
方赞同安理会针对朝鲜第六次
核试验做出进一步反应，采取
必要举措。中方希望安理会成
员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
识，对外发出团结一致的声音。
耿爽指出，历次安理会涉
朝决议的内容都同时发出两方
面信息，一方面针对朝鲜的有
关举措实施制裁；另一方面呼
吁尽早重启六方会谈，最终以
和平方式全面解决半岛核问
题。安理会做出的反应和采取
的举措应该有助于实现半岛无
核化，有助于维护半岛和平稳
定，有助于推动以和平方式政
治解决半岛核问题。

朴槿惠曾求美部署核武
文在寅坚持半岛无核化
11日援引
韩国《中央日报》
韩国前高层官员的话报道称，
朴槿惠政府去年曾向美国提出
秘密要求，希望在韩国部署战
术核武器，但遭到时任奥巴马
政府的拒绝。

8月2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安理会就朝鲜试射导弹举行紧急会议。 新华社发

报道称，这名曾负责韩美
军事外交业务的官员表示，
“去
年10 月初，时任青瓦台国家安
保室第一副室长的赵太庸在访
美期间，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
会主任提出重新部署战术核武
器的要求。不过，美方根据‘无
核世界’的基调拒绝了韩方的
要求。”
《 中央日报》随后向赵太
庸发出了电话采访邀请，但遭
到婉拒。
报道认为，韩方秘密要求
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一事，意
味着韩美两国已暗中开启了解
除朝鲜半岛核封印的商讨。驻
韩美军拥有的战术核武器在
1991年12 月彻底从韩国撤离。
若解除核封印，实现战术核武
器的重新部署，那么在美国本
土与北约5个成员国的6个空军
基地的美军B61核炸弹等则可
部署在驻韩美军基地。
近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称，若
韩方提出要求，美国政府不排
除在韩国部署战术核武的方
10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澄
案。
清，韩国政府一贯坚持朝鲜半

岛无核化，这一基本方针毫无
变化，韩国政府从未考虑引进
战术核武器。有观点指出，若韩
国引进战术核武器，便失去了
要求朝鲜实现无核化的资格，
而且核武装可能会就此扩散至
整个东北亚。

韩最大在野党带头添乱
谋求在韩部署战术核武
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
剧，韩国保守阵营要求美军重
新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呼声逐渐
高涨。其中带头的是韩国最大
在野党自由韩国党。9 日，该党
党首洪准杓发表演说呼吁“以
核制核”，他表示将发起“千万
人签名运动”，并亲自赴美传达
韩国国民心声，请求美国部署
战术核武，
“ 否则韩国人将没有
活路”。
其实，早在8 月16 日，自由
韩国党在国会召开议员全会，
会上确定该党新党纲为“寻求
再次在韩国部署美军战术核武
器”，一度引发争议。不过，韩国
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8

月22日出席国会运营委员会会
议时表示，文在寅政府不考虑
部署战术核武器。
8月30日，一则“韩美
随后，
防长会晤时提及在韩国部署战
术核武”的新闻爆出后，相关话
题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9 月1
日，青瓦台高官出面辟谣称，韩
国政府并未考虑重新部署战术
核武器。韩国政府尊重核不扩
散体系，将继续继承在其规范
之下实施的一切政策。
9 月7 日，美国第七空军司
令柏格森在出席“首尔安保大
会2017”活动时明确表示，美国
理解韩国对于半岛局势紧张的
忧虑，但不同意在半岛部署战
术核武。他说，
“ 美国为日韩提
供了核保护伞，我觉得这差不
多已经够了。”
据悉，
“ 核保护伞”政策是
美国向盟国做出的承诺，即盟
国在遭核攻击或即将面临核攻
击危险时，美国将使用自己的
核武器对发起进攻或具有进攻
意图的国家进行报复。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
端、海外网

闹剧五年后，日本正丢掉“实控”

日方所谓钓鱼岛“国有化”五周年让自己越发被动
本报讯 11日是日本政府
宣布所谓钓鱼岛“国有化”闹剧
5周年。
5年来，中国持续以公务
船巡航等方式强化对钓鱼岛及
其 附 属 岛 屿 的 主 权 。5 年 过 去
了，现在的日本是如何看待钓
鱼岛问题的现状呢？
共同社9日报道称，近年来
中方船只不断驶入钓鱼岛12海
里以内水域，日本所谓“实际控
制”的局面“正逐步瓦解”。报道
还指出，日方打算依赖美国，并

试图以所谓钓鱼岛适用《日美
安保条约》来阻止事态恶化，但
此举仍难以消除日方转为守势
的现状。
《 日 本 经 济 新 闻 》1 0 日 报
道，去年9 月以后，中国将在钓
鱼岛周边常态停留的公务船从
3艘增至4艘，进入今年后，反复
驶进钓鱼岛海域。多数情况下
是每月3 次，有4 艘巡逻船在钓
鱼岛12海里内航行约2小时，被
称为“3-4-2方式”。

10日发表
日本《读卖新闻》
文章称，日本海上保安厅2018
年度的预算申请达到历史最高
水平，准备建造5艘最大级别的
6500 吨级巡逻船，并引入喷气
式飞机监视海洋。此外，日本政
府去年底还首次制定了中期性
“强化海上保安体制方针”，其
中包括领海警备、反恐等，海上
保安厅的作用越来越大。
文章称，日本海上保安厅
2012年拥有的大型巡逻船超过

中国。但此后中国迅速增强装
备，到2019年将拥有135艘大型
巡逻船，在数量上完胜日本海
上保安厅。日本海上保安厅计
划到2021年使大型巡逻船数量
增至69 艘。但日本仍需进一步
增加人员，提升船艇运行效率。
《 读 卖 新 闻 》1 0 日 还 报 道
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不希
望日中关系继续恶化，日本政
府 认 为“ 日 中 关 系 正 趋 于 改
善”，并有意加快这一势头。具

体来讲，日本政府描绘了以下
蓝图：2017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之际，实现在日本举行
2018年《日
日中韩领导人会议；
40周年之际，
中和平友好条约》
实现日中两国首脑的互访。
不过，直到现在仍然无法
预料能否在今年年内举行日中
韩领导人会议。日本外务省高
官担忧地说：
“ 如果错过如此重
要的年份，改善关系的时机就
会远去。”
（宗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