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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外交”过后 暖风能否持续？
半岛无核化仍是绕不开的难题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2日感谢
韩国款待朝方代表，强调应以平昌冬
奥会为契机“继续积累良好成果”。美
国副总统彭斯则稍稍放松此前强硬的
语调，称美国仍将继续对朝“极限施
压”，但对“无条件”与朝鲜对话持开放

□2018

态度。
从多方表态看，朝鲜借助冬奥会
发起“魅力攻势”后，南北双方均有意
进一步接触，美国则考虑随后跟进，与
朝鲜直接对话。只是，无核化仍是绕不
开的难题，对话“窗口期”依然短暂。

□

眼见朝韩关系因“冬奥外交”明显 朝鲜仍应首先展示暂停核导活动的诚
改善，美国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
意。
“极限施压行动将继续并强化。但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国
是，如果你想谈，我们就谈。”与朝方官 家安全委员会的立场同样稍有改变。
员同场时一直板着脸的美国副总统彭 委员会发言人10日告诉这家媒体，韩
斯11日在回国途中说。
朝关系改善对无核化进程没有帮助，第
美联社说，他的最新表态偏离了 二天却说：“我们将共同努力，在推进韩
先前的强硬。彭斯本月到访日本、韩国 朝关系改善的同时推动无核化进程。”
朝鲜有意积累成果
并出席冬奥会开幕式，每一站都向朝
据路透社分析，美方态度转变，可
金正恩12日会见出席冬奥会开幕
金正恩对代表团的汇报表示满 鲜发出不妥协的信号，反复指责朝鲜， 能是因为美国国内普遍认为彭斯在冬
式并访问韩国归来的高级别代表团。 意。他说，韩方特别重视这次访问，竭 还给文在寅促成美朝官员不期而遇的 奥会“公关战”上输给了金与正，让一些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 尽诚意保障朝方人员的方便和活动， 愿望泼了冷水，全程与朝方“零交流”。 主张与朝鲜直接对话的白宫幕僚夺回
原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高级官员 了主动权。
与正向他仔细汇报了同文在寅总统等 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他对此表示感谢。
这家媒体报道，美国似乎支持韩朝
韩方高层人士接触情况以及在韩活动 “重要的是以本届冬奥会为契机， 里维尔说，彭斯的话让他惊讶。要知
期间掌握的韩方意图和美方动向。 进一步升华南北双方强烈愿望和共同 道，国务卿蒂勒森去年12月公开表示 在冬奥会后加深接触，为启动美朝直接
报道证实，作为金正恩的胞妹，金 意志所带来和解与对话的温暖氛围， 愿意无条件与朝鲜对话，白宫和国务 对话寻找机会；同时，美韩一致认为，必
与正是受金正恩“特命授权”。按照青 继续积累良好成果，”朝中社英文线路 院随后澄清，美国对朝政策没有改变， 须加强对朝制裁，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
瓦台官员的说法，文在寅10日会晤朝 援引金正恩的话报道。
方代表团时，在文在寅主动询问下，金
韩国方面同样希望在冬奥会后延
韩国期待创造条件
与正才告知是奉金正恩特命而来。 续南北关系目前的良好态势。
韩联社援引青瓦台核心人士的话 朝美对话，但只能“尽人事听天命”，静
报道，
文在寅认为，美方同样有意利用 观等待手握“钥匙”的美国政府协调内
美国态度微妙变化
冬奥会和韩朝对话的契机。韩方期待 部意见。

金与正向文在寅转交金正恩亲
笔信并邀请文在寅“早日在平壤会
面”时，文在寅没有立即接受，而是
说“让我们一起创造条件”。
韩联社说，文在寅所说“条件”，
重中之重仍是朝美重启对话。《中央
日报》说，2000年6月、2007年10月
两次南北首脑会谈举行前，朝美均
就无核化议题取得进展。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2日说，现
在判断外交进程能否开启“为时尚
早”。“这其实取决于朝方，由他们决
定是否准备好以真诚、有意义的方
式与我们接触。”他同时重申，为确
认朝方是否愿意开启“有意义”的谈
判，有必要进行“试探性对话”。
韩美1月初决定把原定2月底开始
的两场年度联合军演推迟到3月18日
平昌冬残奥会闭幕后举行。韩国统一部
长官赵明均1月26日说，军演已推迟至3
月25日。尚不清楚朝鲜历来视为“侵朝
演习”的这些军演是否会进一步推
（新华社）
迟。

搜救艰难 撬开40厘米厚积雪找残骸
俄坠毁客机“黑匣子”找到了

俄罗斯萨拉托夫航空公司一架载
有71人的安-148型客机11日在首都
莫斯科附近坠毁，救援人员12日继续
搜寻失事飞机残骸和机上人员的遗
体。大雪天气和坠机地点的复杂地形

给搜救制造了不少麻烦。
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俄政府组建
专门委员会对此次空难展开调查。调
查人员说，已找到这架客机的两只“黑
匣子”，但还不能确认坠机原因。

搜寻工作将持续一周
俄罗斯新闻社报道，失事飞机的残 在很大一片区域。”
骸和机上人员的遗体散落在坠毁地点
法新社视频记者12日看到，统一
附近半径约为1公里的区域内，搜救人 着装的救援人员在飞机失事地点艰难
员目前已经找到超过200块遗体碎块， 作业，用铁铲撬开大约40厘米厚的积
预计搜寻工作将持续一周左右。
雪寻找客机残骸。
国际文传电讯社以俄罗斯紧急情
俄紧急情况部官员说，紧急情况部
况部长普奇科夫为消息源报道，大雪天 正向机上人员家属采集脱氧核糖核酸
气和坠机地点的复杂地形给搜救工作 （DNA）样本，以帮助确认遇难者身份。
制造不少麻烦。“我们计划在7天内完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12日
成搜救主要任务，失事飞机的残骸散落 说，普京已向遇难者致哀。

公司介绍，该客机当天失事前完成
了三次航班任务，在由莫斯科飞往
俄西南部奥尔斯克市前，该飞机接
普京已要求俄政府组建专门委 受了例行检查维护，并未发现任何
员会对此次空难展开调查。调查人员 异常。该航班在失事前更换了机组
认为，导致坠机的原因可能与天气、 成员，执飞的机长有5千小时飞行
人为失误以及飞机技术故障有关，但 经验，驾驶安-148型飞机的飞行
目前还无法确认。
时长为2800小时。目前该航空公司
路透社12日报道，调查人员已经 已停飞其所有安-148型客机。
找到失事客机的两只“黑匣子”，即飞
据俄新社报道，出事的安-148
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客机机龄7年。安-148型客机由乌
调查人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架客 克兰安东诺夫公司于2001年开始
机下坠击中地面前“仍是一个整体”，坠 研发。11日失事的客机于2010年开
毁后随即爆炸，事故现场一片火海。
始执行飞行任务，由萨拉托夫航空
有目击者说，听到一声巨响后发现 公司去年从另一家航空公司购得，
客机坠毁爆炸。
“我们看到一个大火球从 由于部分零件缺失，这架客机2015
地平线上升起来……还以为是陨石。” 年至2017年一度“趴窝”。
莫斯科民众悼念失事客机遇难者
失事飞机所属的萨拉托夫航空
（ 新华社 ）

两只“黑匣子”找到

华夏银行扬州分行恭祝全市人民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阖家幸福 狗年吉祥
隆重推出新春特供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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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盈 68 号
（春节特供 ）

发售日期

产品期限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起点金额
销售渠道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期日
产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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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台、网上银行、 2018.2.24 20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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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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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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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台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193 天
5.37%
2018.9.5
新盈 93 号 2018.2.13- 109 天
5.35%
2018.6.13
手机银行
5 万元
2018.2.24
（新客户专属 ）
2018.2.23
180 天
5.37%
2018.8.23
108 天
5.35%
2018.6.12
华夏
e 社区
194 天
5.37%
20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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