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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不邀请，都不可能改变
中国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
稳定发挥作用的意志，更不可
能动摇中国坚定捍卫自身主
权和安全利益的决心

美方罔顾事实
炒作所谓南海“军事化”
以此为借口取消邀请

我国防部：

美方取消邀请中方参加环太军演

针对美方以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为由取消邀请中方参加2018年环太
平洋军演，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4日表
示，中方在自身领土上开展正常建设
活动，进行正常军事训练，这是主权国
家固有的权利，拿一两个交流项目试
图胁迫中方放弃自己固有的权利，是
不现实的，只能是徒劳的。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作为对中国在南海持续推进“军
事化”的回应，美国五角大楼撤销了
对中方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
邀请。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美方试图把邀请不邀请参加军
演和美方提出来的所谓中国在南海
的行动挂钩。我在这儿必须严肃指
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陆慷说。

他说，中方在自身的领土上开展
正常建设活动，进行正常军事训练，
这是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利，也是中方
捍卫自身主权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
定的必要举措，与美方一直无端指责
中国的所谓“军事化”毫无关系。“美
方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说
三道四。”

陆慷强调，加强中美两军交流本

来也是美方的一个诉求。“动辄就拿
一两个交流项目试图胁迫中方放弃
自己固有的权利，是不现实的，只能
是徒劳的。是不是邀请中方、搞不搞
这样的演习，都不可能改变中国为维
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的意志，更加不可能动摇中国捍卫自
身主权权益和安全利益的坚定决
心。” 据新华社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24日
发表谈话称，近日，美方罔顾事实炒
作所谓南海“军事化”，并以此为借口
取消邀请中方参加“环太-2018”联合
军演。美方这一决定不具建设性。
任何时候关上交流的大门都无助于
促进中美两军的互信与合作。

任国强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

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
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建设活动，部署必
要的防卫设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
利，是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的必要举措，与“军事化”完
全无关。美方无权对此说三道四。

任国强指出，邀不邀请，都不可
能改变中国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

稳定发挥作用的意志，更不可能动摇
中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
的决心。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两军
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需要双
方共同努力加以维护。我们希望美
方着眼大局，摒弃“零和”思维，妥善
处理分歧，努力让两军关系成为中美
关系的稳定因素。

我外交部：胁迫中方放弃固有权利是徒劳的

朝鲜24日在咸镜北道吉州郡的
丰溪里核试验场对多条坑道和附属
设施进行爆破，并宣布正式废弃这
座核试验场。

当天上午，朝鲜核武器研究所
副所长在核试验场向朝鲜、中国、俄
罗斯、美国、英国和韩国媒体记者表
示，根据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
决定，核武器研究所中止了所有核
试验活动并着手废弃丰溪里核试验
场。他说，核试验场共有4条坑道，
一号坑道在2006年进行第一次核试
验后已被炸毁废弃。2009 年至
2017年进行第二次至第六次核试验
的二号坑道以及已经完工并随时可
以用于核试验的三号和四号坑道，
将采取坑道内部和入口多点同时爆
破方式进行破坏并在爆破前邀请记
者到坑道入口现场采访。

当地时间 11 时（北京时间 10
时）起，在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中，

朝方先后对二号、四号、三号坑道进
行了爆破，并分批炸毁场内十多幢
用于观测、研究、警备等目的的地面
建筑物。

爆破活动结束后，核武器研究
所副所长在被炸毁的坑道入口发表
声明，宣布当天各项爆破作业成功，
确认完全没有放射性物质泄漏，也
没有对周边生态环境带来任何负面
影响。

声明强调，以透明方式废弃核
试验场，是朝鲜政府为了半岛和世
界和平安全而主动采取的努力。朝
鲜中止核试验是为了推动世界核裁
军进程，朝鲜将继续为了实现全球
无核化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携手
共进。

这位副所长说，在完成爆破作
业后，朝方将撤离所有剩余人员，正
式废弃核试验场并封闭试验场及周
边区域。

朝鲜废弃核试验场

特朗普宣布：

在国际记者“见证”下，朝鲜24日正式废弃丰溪里核试验
场，炸毁地下坑道和一些地面附属设施。按国际记者已发
消息，爆破持续数小时。

朝鲜当天先后对曾在2009年至2017年进行过5次核试验的二号坑道
以及其他两条可用于核试验的坑道进行了爆破，并炸毁了观测所、警备部队
营房等十多处地面附属设施，宣布相关爆破和拆除活动取得成功。

朝鲜中央通讯社24日晚报道，朝鲜核武器研究所证实完全摧毁这处核
试验场。

外界先前普遍认为，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是朝鲜政府为朝美领导人会晤
设定积极基调。但据最新消息，美国白宫24日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宣布取消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的会晤。

布基纳法索宣布
与台湾“断交”

布基纳法索外交部长阿尔法·
巴里24日在首都瓦加杜古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表政府声明，宣布从即
日起，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绝“外
交关系”。

声明说，“断交”的决定是为了
更好地维护布基纳法索与布基纳
法索人民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更好
地促进布基纳法索以及周边地区
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外交部：
中方赞赏布基纳法索政府
发表声明决定同台湾“断交”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4日就布
基纳法索同台湾“断交”答记者
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布基纳法
索政府发表声明，决定自即日起
同台湾“断交”。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陆慷说：“我们注意到布基纳
法索政府发表声明，决定同台湾断
绝所谓‘外交’关系，中方对此表示
赞赏。”

他说，众所周知，1971 年 10
月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通过了
第2758号决议，明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该决议所确认的一个中
国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
识。一个中国原则涉及中国的核
心利益和 13亿多中国人民的感
情，也是中国同世界各国保持和发
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和政治基
础。

陆慷表示，当前，中非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今年9月中国将主办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必将掀起中非友
好合作新的高潮。近年来，冈比
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纷纷同中国
实现关系正常化，重返中非友好合
作大家庭，充分表明一个中国原则
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势不可
挡。“我们欢迎布基纳法索在一个
中国原则基础上早日加入中非友
好合作大家庭。” 据新华社

“特金会”
取消了

习近平与
德国总理默克
尔举行会晤：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共同做大蛋糕做大
产业做大市场

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在人民
大会堂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
晤。

习近平欢迎默克尔第11次访
华，赞赏默克尔对中德关系的高度
重视。习近平指出，2014年中德
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
国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合作广度和
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方
愿同德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
不断迈上新高度。

习近平强调，中德两国要做合
作共赢的示范者、中欧关系的引领
者、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者、超越
意识形态差异的合作者。这应当
是双方下阶段推进两国关系共同
努力的方向。双方要保持高层密
切交往，加强对双边关系的顶层设
计，鼓励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用
好机制性对话，我们欢迎德国抓住
中国新一轮开放机遇；要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共同做大蛋糕、做大产
业、做大市场，双方可以在未来产
业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共同开拓第
三方市场；要以人文合作为抓手，
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要展现
中德两国的责任和担当，共同应对
各种全球性挑战，我们愿继续同德
方在多边框架内一道推进全球治
理和多边主义，在推动解决热点难
点问题方面加强沟通合作。中方
赞赏德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欢
迎德国企业积极参与。

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坚定支
持欧洲自主选择的一体化道路，希
望欧盟保持团结、稳定、开放、繁
荣。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坚定倡导
多边主义，向国际社会发出更多明
确、可预期、提振信心的信息，推动
国际形势朝着稳定和有利于各方
的方向发展。

默克尔表示，很高兴连任德国
总理后很快来华访问。我赞同习
主席对德中关系的评价。中国是
国际社会重要成员，是德国重要贸
易伙伴。德中关系已进入新时代，
德国愿抓住中国深化开放带来的
新机遇，扩大德中贸易投资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在当前世界形势
发生很大变化的背景下，德中两国
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协调，密
切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业
已富有成效的合作。德国支持增
进欧中合作关系。

双方还就国际贸易、伊朗核问
题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
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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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记者网站留言：
“巨大爆炸，感受得到”

丰溪里核试验场是朝鲜已知的唯一
核试验设施，朝鲜6次核试验全部在那
里完成。

美联社一支电视记者小队受邀报道
丰溪里核试验场废弃。这家媒体报道，
废弃程序主要是炸毁3条地下坑道以及
地面附属设施。

韩国记者发回的消息说，朝方当地
时间11时引爆一条地下坑道，14时爆
破另外两条坑道。那以后，朝方炸毁了
警备部队营房和其他地面附属设施。爆
炸至当地时间16时17分结束。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记者汤姆·切希
尔在这家媒体的官方网站留言：“巨大爆
炸，感受得到。尘土向你飞来，热浪朝你

袭来。非常响。”
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韩国

的10家媒体记者组成的国际记者团现
场采访了爆破拆除活动。

丰溪里核试验场在朝鲜称北部核试
验场，坐落于东北部咸镜北道深山。法
新社记者没有受邀赴现场报道。但这家
媒体报道，为抵达目的地，国际记者团成
员乘火车，换乘大客车，最后步行，耗时
大约14个小时。

美联社报道，邀请国际媒体，尤其是
外国电视记者，说明朝方想让世界关注
丰溪里核试验场的废弃仪式。

韩联社报道，无法确认金正恩是否
赴现场观看废弃仪式。

废弃仪式
“不可遭贬低为媒体噱头”

24日晚，朝中社援引朝鲜核武器研
究所的声明报道，这一研究所24日举行
仪式，确认完全摧毁北部核试验场。

声明说，废弃程序包括以爆破方式
使核试验场所有坑道坍塌，封闭所有坑
道入口，同时爆破一些观测设备和警备
设施。“已经证实，没有放射性物质泄漏，
也没有对周围生态环境构成不利影响。”

声明说，后续将拆除地面所有观测
设备、研究所和警备部队建筑，还将撤走
警备人员和研究人员，最后完全封锁核
试验场周边区域。

朝中社报道，炸毁前，两条地下坑道可
随时准备投入“非常强大”的地下核试验。

朝方这次没有邀请外国核专家见证
废弃活动令一些人生疑。一些持怀疑态
度的人说，丰溪里核试验场经历6次核
试验，继续使用的可能性原本不大。另
外，不清楚朝方这次关闭丰溪里核试验
场的过程是否为“不可逆”。如果朝方需
要，可能会快速重建。

但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朝方不设任何
先决条件、不要求美方予以回报地废弃核
试验场，说明朝鲜政府严肃对待无核化进程。

韩国东国大学朝鲜问题专家高宇焕
说，废弃仪式“不可遭贬低为媒体噱头”，

“重要的是朝鲜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无核
化承诺”。

特朗普宣布取消“特金会”
称近期朝鲜表示出

“极大怒气与公开敌意”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说，因近期朝

鲜表示出的“公开敌意”，他决定取消原
定于6月中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在新加坡的会晤。

白宫当天早上发布了一封特朗普致
金正恩的公开信。特朗普在信中说，他十
分期待与金正恩的会面，但朝方在近日展
现出“极大怒气与公开敌意”，他认为当前
已不适合举行这次计划已久的会晤。

特朗普还说，他认为朝方此次“错失
良机”，但仍期待未来能与金正恩会面。

他感到自己与金正恩已建立起良好的对
话，而最终真正起作用的仍将是对话。

5月10日，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推
特宣布，他与金正恩的会晤将于6月12
日在新加坡举行。

就在24日，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
务省副相崔善姬当日发表谈话，对美国
副总统彭斯有关朝鲜的言论表示惊讶，
再次表示朝方可能重新考虑是否参加原
计划下月举行的朝美领导人会晤。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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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东北部吉州郡的丰溪里核试验场。（新华社资料图片）

特朗普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