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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 8 日报道，涌向欧
洲国家的难民潮原先路径“巴尔
干通道”被切断后，一条更偏西
的新通道逐渐被开辟出来，令阿
尔巴尼亚、黑山、波黑、克罗地亚
等沿线国家日益承受压力。

2015年难民潮高峰之际，大
量北非西亚难民进入希腊，再借
道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等
国前往西欧和北欧国家，这一路
径被称为“巴尔干通道”。2016
年3月以来，马其顿、塞尔维亚等
国不堪重负，相继向难民关闭边
境，实际上切断了“巴尔干通
道”。

不过，随后2年间，越来越多
难民开始尝试经由一条“新巴尔
干通道”前往奥地利，再转往欧
洲其他国家。这条新路径比原
先线路更偏西，从希腊出发，沿
着巴尔干半岛西线国家阿尔巴
尼亚、黑山、波黑、克罗地亚、斯
洛文尼亚一路北上，直抵奥地
利。

路透社报道，与 3 年前难民
潮危机最严峻时相比，眼下尝试

“新巴尔干通道”进入欧洲的难
民总人数不算太多，但今年人数
增幅较大，这一趋势值得注意。

据统计，阿尔巴尼亚 2017年
1月至 5月羁押难民和非法移民
162 人，而 2017 年全年大约 1000
人；相比之下，2018年 1月至 5月
羁押人数骤增至2311人，相当于

去年全年的两倍多。今年涌入
波黑的难民和非法移民人数已
经突破5500人。

“新巴尔干通道”的沿线国
家定于本周在波黑开会，磋商如
何应对难民潮问题。

由于不堪压力，阿尔巴尼亚
上个月求援奥地利，希望获得更
多资金和资源支持。奥地利总
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和阿尔巴
尼亚总理埃迪·拉马 5 月底举行
磋商后一致认为，两国应“尽早
处置这一问题，以免情况恶化到
2015年和2017年的程度”。奥地
利方面同意就遏制难民潮一事
向阿尔巴尼亚提供资金援助。

据新华社

难民潮开辟“新巴尔干通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日先后抵
达新加坡。两位领导人定于12
日举行的会晤已进入倒计时。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领导
人会晤几经波折仍得以推进，
表明双方均希望通过对话方式
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不过，鉴
于朝美互信度较低，仅凭一次
领导人会晤很难解决所有问
题，半岛走向真正和平仍任重
道远。

共同诉求
此次朝美领导人会晤的核

心议题将聚焦半岛无核化和美
国对朝鲜体制安全的保障。美
国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分析师
凯尔·费里埃表示，美朝若能在
推动缔结和平协定方面达成共
识，将有利于鼓励各方继续用
外交手段解决半岛核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领导
人会晤推进到目前这一步，表
明双方均希望通过对话方式和
平解决朝核问题。

从朝鲜方面来看，今年召
开的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
调整发展战略，决定集中一切

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
教授王生指出，实现朝鲜国内
经济建设的目标离不开安全稳
定的国际环境。因此，尽快结
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得到美
方承诺的体制安全保障，与相
关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
成为朝方的首要关切。而朝美
领导人会晤正是朝鲜实现这些
诉求的重要一步。

从美国来看，实现半岛无
核化事关美国国家安全。若能
与朝鲜就半岛无核化达成协
议，将是特朗普任内一项重大
外交成就，有利于其巩固选民
支持，也是其未来竞选连任的

“加分项”。

分歧犹存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在如

何实现半岛无核化等核心议题
上的分歧是两国需要克服的主
要障碍。

美方要求朝方先“完全、可
验证、不可逆”地弃核，然后美
方再解除对朝制裁；朝方则主
张半岛以“阶段性、同步措施”
方式实现无核化。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
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表
示，一方面，美国期望的朝鲜短
期内实现“弃核”与朝鲜主张的

“分阶段”弃核存在明显差距；
另一方面，美国一贯主张的“先
弃核、再讨论安全保障”和朝鲜
希望的“同步走”方式同样存在
较大差距。

费里埃认为，目前美朝在
弃核方式上仍有很大分歧。因
此，即使领导人会晤得以举行，
也有可能无法达成相关协议。
双方或将同意继续进行高级别
接触。

有分析人士认为，从特朗
普最近表态看，他的态度似乎
正在发生变化，认识到与朝方
打交道“是一个过程”，朝核问
题很难通过一次会晤彻底解
决。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
会副会长包道格表示，一次峰
会无法让美朝实现各自诉求，
但各方无疑都在朝着正确的方
向前行。未来双方需要更多沟
通来解决具体细节问题。

据新华社

朝美领导人会晤在即 背后博弈考量几何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消
息，下榻瑞吉酒店的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于当地时间 10
日傍晚 6时许离开酒店，并于 6
时 29分抵达新加坡总统府，与
总理李显龙见面。

报道指出，这是朝鲜最高
领导人首次访新，沿路有不少
民众拿出手机拍摄照片和视
频，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幕。

李显龙也在社交媒体上直
播了他与金正恩会晤的情况。

另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
道，金正恩就新加坡和李显龙
协助举办朝美首脑会谈而付出
的真诚努力表示感谢。

他表示，“整个世界都聚焦
这次朝鲜与美国的首脑峰会，
谢谢你们的真诚努力……我们
得以完成这历史性峰会的准
备，而我希望就此感谢你。”

综合中新网、央视网

金正恩与李显龙会面
就新加坡筹备工作表示感谢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10日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说，朝鲜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已经抵
达新加坡。

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将于12日在圣淘沙岛上的嘉佩
乐酒店举行会晤。这是历史上

朝美两国在任领导人的首次会
晤。

新加坡外交部10日发布新
闻公报称，金正恩抵达当天将
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5 月 10 日，特朗普通过社
交媒体宣布，他与金正恩的会

晤将于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举
行。5 月 24 日，白宫发布了一
封特朗普致金正恩的公开信，
特朗普在信中说他决定取消此
次会晤。但在本月1日，特朗普
又宣布，会晤将如期于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举行。 据新华社

津巴布韦内政与文化部长奥
伯特·姆波富 7 日宣布，从 7 月 1
日起，赴津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
将可享受落地签政策。

姆波富当天在出席中国驻津
巴布韦大使馆举行的活动时说，
经两国政府协商，津巴布韦政府
决定从下月起，短期访津的中国
人可在抵津时申请落地签，不必
事先申请签证。

中国赴津长期工作、求学、移
民的人士仍需要提前办理签证。

中国驻津大使黄屏表示，希
望这一落地签政策能够顺利实
施，相信这将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和商务人士来津旅游、投资，为津
巴布韦的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
带来更多机遇。

此前，津巴布韦已从 2016年
3月起对中国赴津旅游团组开放
落地签政策，但这一政策并不适
用于赴津自由行的游客和商务人
士。

津巴布韦旅游资源丰富，名
胜包括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维多
利亚瀑布、撒哈拉以南非洲规模
最大的古代建筑大津巴布韦遗址
等。

除了津巴布韦，按中国领事
服务网 5月 31日更新的信息，持
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赴以下国家
和地区可获这些入境便利待遇：

（一）互免普通护照签证的
国家（12个）

阿联酋、巴巴多斯、巴哈马、
波黑、厄瓜多尔、斐济、格林纳达、
毛里求斯、圣马力诺共和国、塞舌
尔、塞尔维亚、汤加

（二）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
免签入境国家或地区名单（15
个）

亚洲（2个）：印度尼西亚、韩
国（济州岛等地）

非洲（3个）：摩洛哥、法属留
尼汪、突尼斯

美洲（7 个）：安提瓜和巴布
达、海地、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
岛（英国海外领地）、圣基茨和尼
维斯、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国
海外领地）、牙买加、多米尼克

大洋洲（3 个）：美属北马里
亚纳群岛（塞班岛等）、萨摩亚、法
属波利尼西亚

（三）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办
理落地签证国家和地区名单（42
个）

亚洲（20 个）：阿塞拜疆、巴
林、东帝汶、印度尼西亚（同时实
行免签和落地签政策）、卡塔尔、
老挝、黎巴嫩、马尔代夫、缅甸、尼
泊尔、斯里兰卡、泰国、土库曼斯
坦、文莱、伊朗、亚美尼亚、约旦、
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

非洲（14个）：埃及、多哥、佛
得角、加蓬、几内亚比绍、科摩罗、
科特迪瓦、卢旺达、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毛里塔尼亚、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坦桑尼亚、乌干达

美洲（4个）：玻利维亚、圭亚
那、苏里南、圣赫勒拿（英国海外
领地）

大洋洲（3 个）：帕劳、图瓦
卢、瓦努阿图

欧洲（1个）：乌克兰
据新华社

又一国对我游客实施落地签！

5 月 29 日，在希腊克里特岛
西北部港口克萨摩斯港，工作人
员向被营救的难民提供水和食
物。当日，希腊海岸警卫队在克
里特岛附近海域营救了 69 名海
上遇险的难民。 新华社发

金正恩抵达新加坡

■ 相关新闻

李显龙会见金正恩。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