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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
尔顿 1 日说，如果朝方同意合
作，美方拟订一年内解除朝鲜
绝大部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和弹道导弹项目。

这一“时间表”引发一些官
员和分析师质疑。

预期“相当快”？

博尔顿当天告诉美国哥伦
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
目，美国政府已拟订计划，在一
年内解除朝鲜“绝大部分”化
学、生物和核武器以及弹道导
弹项目。“如果他们已经做出战
略决定并合作，我们可以推进
得相当快。”

他说，如果朝方同意合作，
两国将共同推动公开朝方所有
化学、生物、核武器以及弹道导
弹的设施。

在博尔顿看来，朝方可以
从上述合作中获得“好处”，如

对朝制裁解除以及韩国和日本
对朝援助。

美联社认定，这是美方首
次公开为朝鲜弃核设定明确时
间表。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上月 13日说，美方希望朝方今
后两年至两年半，即特朗普结
束四年任期前，就放弃核武器
采取“主要”举措。但他 6月 24
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不会为美朝就朝鲜半岛无核化
的谈判设定时间表。

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 6月 12日在新加坡会晤
后签署的联合声明没有提及朝
方弃核“时间表”。

承压再访朝？

博尔顿1日在节目中说，蓬
佩奥将在“不久的将来”就美方
设定的“时间表”前往朝鲜磋
商。

蓬佩奥因“不可避免的情

况”推迟原定 7月 6日与来访印
度官员的会晤。多家媒体因而
推测，他可能本周晚些时候访
问朝鲜。如果行程确定，那将
是蓬佩奥第三次访朝。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亚太分析师帕特里克·克罗宁
告诉路透社记者，美方正推动
蓬佩奥与金正恩再次会晤，两
人可能讨论朝方弃核具体路线
图，或者至少敲定路线图中有
哪些关键步骤。

美联社报道，现在压力已
经转移到蓬佩奥身上。他与朝
方的磋商必须取得进展，即如
何把两国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
明转换为具体行动。

省了“大笔钱”？

《华盛顿邮报》上周末报
道，包括情报官员在内，美方
一些官员认定，朝方有所隐
瞒，并非真心弃核，而美方暂
停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是

“重大让步”。
一些研究人员说，即使美

方推动朝方在一年内弃核，相
关核查不可能在一年内完成。
美国斯坦福大学核科学家西格
弗里德·赫克曾经参观朝鲜核
设施。他推断，朝方弃核路线
图需10年完成。

面对质疑，特朗普1日在福
克斯新闻频道播出的专访中
说，他认为金正恩对弃核态度

“认真”。
“我与他达成协议，我与他

握了手，我真的相信他说的是
真心话，”特朗普说，暂停军演

“省了一大笔钱。”
“所以，我们没给出任何

东西，我们要给的是美好未
来，”他说，“我真的相信朝鲜
有美妙的前途。我与金委员
长相处非常好，我们之间有化
学反应。”

据新华社

6月27日，在俄罗斯莫斯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
顿在会见普京后对媒体讲话。 新华社/美联

特朗普幕僚放话：

墨西哥国家选举委员会当地
时间7月1日晚发布的计票结果显
示，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左翼
候选人、现年64岁的安德烈斯·曼
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得票
率超过53%，赢得这场选举。

奥夫拉多尔定于12月1日正
式就职，将成为拉丁美洲地区第
二大经济体数十年来的首名左翼
总统。

墨西哥总统选举每 6年举行
一次。选举仅投票一轮，获得最
多票数的候选人胜出。奥夫拉多
尔代表竞选联盟“我们一起创造
历史”参选，这一联盟由国家复兴
运动党、墨西哥劳动党和全国汇
合党组成。

他的竞争对手之一是代表

“为了墨西哥向前”竞选联盟参选
的国家行动党前主席里卡尔多·
阿纳亚，而这一联盟包括国家行
动党、民主革命党和市民运动。
另外两名对手分别是执政党革命
制度党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梅
亚德和独立候选人海梅·罗德里
格斯·卡尔德隆。

墨西哥国家选举委员会 1日
晚发布的快速计票结果显示，奥
夫拉多尔得票率在 53%至 53.8%
之间，排名第一。

现任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
托祝贺奥夫拉多尔获胜，说将配
合新政府过渡。奥夫拉多尔说，
他定于3日上午11时与培尼亚见
面，商讨与过渡期相关事宜。

7月1日投票日当天，奥夫拉

多尔提前 40 分钟抵达首都墨西
哥城南部一处投票站。他对在场
的媒体记者说：“今天是历史性的
日子。这不仅是一场选举，更是
全民公投，民众要在保持现状和
真正变革之间二选一。”

在投票站门口等待投票的公
务员埃韦琳·科雷拉说，她支持奥
夫拉多尔，因为受够了墨西哥政
治精英们的贪腐和无耻，“这些人
知道自己不会有事，被抓的少数
人只是替罪羊”。她希望奥夫拉
多尔是“不一样”的总统。

广告业从业人员曼努埃尔·
莫利纳 34岁，同样支持奥夫拉多
尔。他说：“这个国家现在陷入深
渊，他是唯一能把我们拉出去的
人。” 据新华社

2 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
示，75%的英国大型企业现在
对脱离欧洲联盟感到悲观。
这一比例达到创纪录水平。

上述结果出自德勤有限
公司针对首席财务官的季度
性调查。英国中央银行英格
兰银行视这项调查为商业信
心的晴雨表。

德勤说，自 2012 年下半
年以来，从未有如此多的英国
大企业采取防守型财务策
略。这项调查上次发布时间
为 4月，结果显示 68%的首席
财务官认为“脱欧”可能伤害
英国营商环境。

德勤最新调查结果与劳
埃德银行的调查结果相呼
应。劳埃德银行上周发布的
调查结果显示，英国商界对前
景的乐观情绪跌至今年最低。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上月 26 日签署《退出欧盟法
案》，意味着这份法案正式成
为法律。根据《退出欧盟法
案》，英国将在格林尼治时间
2019 年 3 月 29 日 23 时、即欧
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的午
夜时分“脱欧”。

然而，过渡性贸易协定尚
未达成。围绕英国今后与欧
洲大陆的关系，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的团队内部仍存分歧。

路透社上周报道，英国现
阶段与欧盟方面谈判的最大
难题涉及关税安排。英方迄
今没有拿出一份关税提案，相
关谈判因而未能展开。

上月，空中客车和西门子
等跨国企业警告，如果英国

“硬脱欧”，这些企业在英国的
投资可能面临风险。

上述企业在英国直接雇
用大约3万人。

德勤首席经济分析师伊
恩·斯图尔特说：“‘脱欧’方案
的时机和性质产生的不确定
性，增加了首席财务官们对

‘脱欧’进程最终走向的担
忧。”

调查同时显示，17%的英
国大企业预计营收将在今后
12个月增加。这一数字在今
年第一季度调查中为31%。

另外，仅10%的英国大企
业说，增加资本支出是重点优
先事项。这一数字在一季度
调查中为12%。 据新华社

日本宫内厅 2日宣布，明
仁天皇的侄女、已故高円宫宪
仁亲王的三女儿绚子与日本
邮船公司职员守谷慧订婚；两
人定于10月底举办婚礼。

绚子现年 27 岁，硕士毕
业后于去年 6 月起在母校城
西国际大学担任研究员。未
婚夫守谷现年 32 岁，毕业于
庆应大学，2009 年起在日本
邮船公司从事销售。

宫内厅介绍，两人去年
12月经绚子母亲久子介绍认
识。久子与守谷的母亲守谷
季美枝是旧相识。季美枝
2015年7月去世后，久子去年
11 月与守谷重逢，次月安排
女儿与旧友之子见面。

久子 2日发表声明说，虽
然女儿与守谷认识时间不长，
但感觉“非常合得来”，是“好
缘分”。

绚子与守谷 2 日下午举
行记者会。在被问及对彼此
的印象时，绚子称赞守谷“体
贴又有决断力”，守谷回答说
绚子“开朗、乐观”。

绚 子 爱 好 观 看 体 育 比
赛、旅行、读书和滑雪。她曾
留学加拿大，现任日加协会

名誉总裁。守谷幼年随在经
济产业省供职的父亲在法国
巴黎度过，大学期间赴英国
牛津大学短期留学，爱好跑
马拉松和铁人三项。两人定
于 10 月 29 日在东京明治神
宫举办婚礼。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 日
欢迎这个“喜庆的好消息”，向
两人送去祝福。

绚子的父亲宪仁亲王是
明仁天皇的堂弟，2002 年 11
月去世。他的次女、绚子的二
姐典子2014年10月出嫁。日
本皇室时隔 4 年将再次举办
婚礼。

明仁天皇的孙女真子与
未婚夫原定今年 11 月结婚，
因准备不足推迟到 2020 年。
宫内厅官员告诉共同社记者，
由于 2019年有天皇退位等重
大活动，绚子今年 10 月结婚
是“绝佳时机”。

绚子婚后将脱离皇室身
份，日本皇室人数会减少至
18人。《朝日新闻》报道，现有
14名皇室女成员中，7人是30
岁以下未婚者，今后皇室成员
人数可能因结婚进一步减
少。 据新华社

日本皇室公主
与普通职员订婚

墨西哥总统选举 左翼候选人获胜

四分之三英国大企业
对“脱欧”悲观

美国拟让朝鲜一年内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