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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月30日
给出伊朗就核项目“说谎的证据”，美方
予以呼应。

伊朗方面回应，声称伊朗意图发展核武器，
“荒唐且幼稚”。

韩国 5 月 1 日开始撤除朝
鲜半岛军事分界线韩方一侧
对朝宣传战扩音器，着手落实
韩朝领导人4月27日会晤期间
签署的《板门店宣言》。

韩国军方当天下午开始
撤除部署在京畿道坡州的扩
音器。韩联社报道，韩方布署

了十多台移动式、30多台固定
式扩音设备，已经撤除前者，
开始拆除后者。一名军方官
员说，迹象显示，朝方在分界
线另一侧着手采取相同行动。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4月27日在
板门店韩方一侧会晤，签署

《板门店宣言》，承诺停止敌对
行动、建立互信、致力于朝鲜
半岛实现和平。拆除宣传战
扩音器和停止散发宣传单是
具体措施之一。

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说，
已经要求韩方民间组织配合
政府，停止散发传单。 新华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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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韩国总统文
在寅讨论过这处地点。

韩国总统府证实了特朗
普的说法，说非军事区是“非
常有意义”的地点。

表达兴趣

特朗普当天两次提及非
军事区作为他与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会面地点的可能
性。

他首先在推特上写道：
“为了这次会面，许多国家被
纳入考虑之中，但是北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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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后，他与到访的尼日利
亚总统布哈里在白宫共同举
行记者会，再次提到非军事
区。“我们正考虑多个国家，包
括新加坡。我们也提到非军
事区、‘和平之家’、‘自由之家’
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有令人感
兴趣的方面。”

“和平之家”和“自由之
家”都是位于朝鲜半岛军事分
界线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建筑，
其中前者是文在寅与金正恩 4

月 27 日举行韩朝首脑会晤的
场地。

韩国总统府一名官员 5月
1 日证实，文在寅 4 月 28 日与
特朗普通电话时讨论了美朝
首脑会地点并“自然提及了”
板门店。韩联社援引这名官
员的话说，“就弥合分裂、树立
新的和平里程碑而言，板门店
是十分有意义的地点”，也是

“最具象征意义”的地点。
就美朝双方可能会面的

时间和地点有多种说法。特
朗普曾说，可能 5 月或 6 月初
会面；传闻中的候选地包括新
加坡、蒙古国、朝鲜半岛非军
事区、瑞典、瑞士、芬兰。特朗
普 4月 27日说，备选地点缩减
至两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次
日说，没有收到美朝在新加坡
举行首脑会面的正式申请。

更适合“秀”？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1日援引一名美国政府
高级官员和一名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特朗普一天两次提及
非军事区作为会面地点，并不
令人意外，因为他上个周末一
直在谈论这个地点，包括与文
在寅通话时。

特朗普4月30日在记者会

上说，对在非军事区会面感兴
趣 的 原 因 是 ，“ 你 们 会 在 那
里”，“如果一切顺利，当场就
会有盛大庆祝活动，而不用在
第三国（举行）”。按照他的说
法：“所有人都希望我们去（他
们那里谈）。这可能会是一次
大事件。”

那名官员和消息人士说，
持续一整天的韩朝首脑会由
电视直播，特朗普很喜欢那些
场面，希望能作为首名与朝鲜
领导人会面的在任美国总统
出现在那类画面中。另一名
美方官员说，如果能跨过分界
线进入朝方一侧，对特朗普而
言是“历史性机遇”。文在寅
与金正恩会面初始，受邀短暂
进入朝方一侧。

美方官员仍在争取会面
地点定在新加坡，因为在非军
事区会面，会使美方看上去对
朝方作出妥协，而新加坡是更
为中立的地点。

按照上述CNN消息源的
说法，特朗普虽然渴望在媒体
镜头前隔着分界线与金正恩
握手，也希望媒体记录下一旦
会面不顺利，他站起身退出会
场的一幕。

特朗普多次表示，如果谈
不拢，他就会“礼貌地离开”。

据新华社

以色列称伊朗就核项目“说谎”
美方予以呼应 伊方回应称“荒唐”

只是，在一些情报专家和外交
官看来，内塔尼亚胡说的都是
2015 年伊核协议签署前的事，没
有给出伊朗违反伊核问题全面协
议的“实锤”，以方选择这一时机老
调重弹、抬高调门，影响美国总统
特朗普就伊核协议最终决策的意
图明显。

以色列-欧洲战略对话论坛
主管、以色列前国家安全副顾问埃
特齐翁说，内塔尼亚胡没有给出伊
朗违反核协议的确凿证据，也没有
证明伊朗“正在发展核武器或以其
他任何方式违反（核协议）”。

两名要求匿名的美国情报官
员告诉路透社，他们跟踪伊朗核项
目多年，“没有看到伊朗正违反核
协议的任何新的、可信证据，无论
是从（以色列）总理今天的讲话还
是其他消息渠道”。

法国驻美国大使阿罗在推特
上写到，“事实上，有关伊朗先前核
活动的信息支持了核协议的重要
性，而非相反”。

英国方面也支持伊核协议。
英国政府发言人说，“对伊朗及其
核意图，我们从来就没有天真想

法”，因而伊核协议制定了“历史上
最全面、最有力”的核查机制。

特朗普威胁退出伊核协议，受
到来自欧洲盟友的不小压力。英
法德三国统一立场，“力保”伊核协
议不作废。英国首相府 4月 29日
说，英法德三国一致认为，伊核协
议仍然是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
最佳方式，应继续保有伊核协议，
但可作修订。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先前说，
如果美方退出伊核协议，伊方“极
可能立即”退出，这意味着伊方“将
不再受协议中的国际义务所约束，
即可以恢复比协议严格限制高得
多的（铀）浓缩”。

内塔尼亚胡 4月 30日发表讲
话前，扎里夫在推特留言，说“那个
喊狼来了的男孩又在故伎重演”。

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
讯社援引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的
话报道，内塔尼亚胡指称伊朗意图
发展核武器的说法“荒唐且幼稚”，
目的是在 5月 12日最后期限到来
前影响特朗普就伊核协议的最终
决策。

据新华社

“老调重弹”

内塔尼亚胡当天收视黄金时
段在以色列国防部发表电视讲话，
指认伊朗对国际社会隐瞒研发核
武器的秘密计划。

“伊朗领导人多次否认曾寻求
拥有核武器，”他说，“今晚我在这
里告诉你们一件事：伊朗说了谎。
伊朗谎称没有核武器开发计划。
十万份秘密资料证实伊朗撒了
谎。第二，即便在达成（伊核问题）
协议之后，伊朗仍继续保留、拓展
核武器相关知识，以备后用。”

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他的
结论源于以方近期所获档案，重达

“半吨”，被伊方藏在一个不起眼的
设施中。他还现场展示大量书面
文件和光盘，称它们就是档案副
本。

路透社注意到，尽管讲话由以
色列的电视台直播，内塔尼亚胡却
明言自己的“听众在国外”，先用英
语作大部分讲话，然后才改用希伯
来语。

内塔尼亚胡说，以方已经与美
方分享这些情报，将派特使赴法
国、德国，向对方展示“证据”。内
塔尼亚胡还说，他与俄罗斯总统普
京通了电话。

内塔尼亚胡的言论迅速得到
美方呼应。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方已收到这些信息，正认真研

究。“这些信息就伊朗试图发展由
导弹运载的核武器提供了新细节，
与美方认定伊朗有核武项目的一
贯立场相符”。

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当天
结束中东行回国。他在飞机上告
诉随行记者，以方最新发布的伊朗
核武器计划情报“真实”，其中不少
对美国专家而言是“新东西”。蓬
佩奥此次中东行到访沙特阿拉伯、
以色列和约旦，其间多次把矛头对
准伊朗，称美方就伊朗在中东地区

“威胁升级”深感担忧。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就化
解伊朗核项目争议达成全面协
议。根据协议，伊朗必须停止高丰
度浓缩铀活动，交出已生产的20%
丰度浓缩铀，接受国际核查等其他
条件，将核项目限制在和平利用核
能领域。随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负
责督查伊朗履行协议情况，多次发
布报告，确认伊朗履行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 1 月宣
布“最后一次”延长美国涉及伊朗
核项目的制裁豁免期，同时要求美
国国会和欧洲国家同意修改协议
条款、把5月12日定为修改协议的
最后期限，扬言如果届时没有令他
满意的修改方案，美国将退出协
议。

示“新证据”

在非军事区会见金正恩？
特朗普称想法“令人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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