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朝近日互放狠话导致朝鲜半岛
紧张局势升级之际，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15日说， 美国仍愿意就朝鲜半岛核问题
与朝鲜对话。

蒂勒森当天在美国国务院对记者表
示，美国仍然“有兴趣”寻求与朝鲜方

面展开对话的途径，但能否开始对
话取决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
日表示，中方注意到蒂勒森国务卿
和马蒂斯防长文章中有关致力于
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半岛核问题等

积极表态，希望美方把有关表
态落实到具体的对朝政策之

中，同时中方也呼吁
朝方对此作出相应
呼应。

15日， 外交部长
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
夫罗夫、 德国副总理
兼外长加布里尔通电
话， 力防朝鲜半岛“8
月危机”。

王毅表示， 当前
形势下， 中俄应进一
步加强战略沟通，联
手管控局势， 全力维
稳促谈， 不允许任何
人在中俄家门口挑起
事端。 当务之急是对
朝美相互刺激言行
“踩刹车”， 给紧张局
势降温， 防止出现“8
月危机”。

此外， 王毅应约
同德国副总理兼外长
加布里尔通电话。王
毅表示， 在各方努力
下， 剑拔弩张的朝鲜
半岛形势出现了一些
缓和迹象， 但各方还
需为此作出共同努
力。 中方坚持和平解
决半岛核问题的方
向。 各方应本着对历
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
作出正确判断和明智
选择。 中方愿意看到
德方为此发挥积极的
作用。

三外长通话

英国政府16日公布最新的
“脱欧”立场文件，明确了对“脱
欧”谈判中一大敏感议程的态度：
“脱欧”后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欧
盟的“陆上边界”，将不设“任何实
体的边界基础设施和边检站”。

舆论认为， 英国此次在“脱
欧”谈判的重要问题上亮明立场，
意在回应外界有关英国“脱欧”立
场不明的质疑， 显示英国已准备
好与欧盟进行下一阶段谈判。

“无形”边界怎么管

按这份文件说法， 英国希望
实现一个“无缝隙、无摩擦”的英
国-欧盟边界，建议不设“任何实
体的边界基础设施和边检站”，使
人员往来畅通无阻。

路透社援引一名英方消息人
士的话说：“我们的原则非常清
楚， 首要一条就是不设实体的边
界基础设施。这就是说，英国不会
同意回到过去往来要过边检站的
日子。”

然而，实现“非实体”的边界
管控听起来有点“飘”，一名欧盟
官员认为这种“无形边界”的提议
只能是“幻想”。

在去年英国“脱欧”公投中，
北爱尔兰地区大部分选民选择留
在欧盟，与公投最终结果相悖。按
计划， 英国将于2019年3月正式
脱欧。此后，北爱尔兰将成为英国
唯一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有相
邻边界的地区。

据路透社报道， 目前每天约
有3万人自由穿过北爱与爱尔兰
边界，不走任何海关边检程序。然
而英国“脱欧”后势必加强边界管
控， 考虑到北爱与爱尔兰“同根
生”渊源和北爱民意，未来如何管
理这道边界成为一个敏感而棘手
的问题，被列入英国“脱欧”谈判

中三大“首要解决议题”之一。

不设海关，关税怎么收？

据英国官方数据，2016年，英国
向爱尔兰出口了价值136亿英镑的
商品， 其中从北爱进口货物总值91
亿英镑；2015年，北爱尔兰地区向爱
尔兰的出口货物总值为27亿英镑，
而北爱地区在英国国内所售商品总
值为107亿英镑。从事英国与爱尔兰
的跨境贸易商家中，80%以上都是
中小型企业， 其生产供应链往往需
要多次穿越边界才能完成。

虽然英国和爱尔兰双方都表态
不赞成回到“硬边界”时代，但英国
为了拿回贸易自主权而要离开欧盟
关税同盟，这就让情况变得复杂。欧
盟方面已表明，“脱欧”后，英国不可
能仍享有与欧盟“无摩擦贸易”待
遇。 英国政府15日公布的另一份
“脱欧”立场文件中提出，在英国退
出欧盟关税同盟后设立“临时关税
同盟”，避免“脱欧”给英国经济造成
重大打击。

对于与爱尔兰的关税问题，英
国政府抛出两个选择方案。 一个与
爱尔兰建立“新关税伙伴关系”，英
-爱关税与日后英国-欧盟关税协
定“合并”，英国与爱尔兰边界将不
再设任何海关征税设施。 另一个是
实现“高度流线型” 的海关检查程
序， 比如免除提交出入境申请的手
续， 继续当前北爱地区与爱尔兰之
间的货物自由流通模式， 对中小企
业给予“跨境贸易免税”待遇、对大
企业颁发“可信任贸易商”执照以减
免税收等。

英方此前拒绝了在爱尔兰海上
设海关的方案。 爱尔兰海分隔了英
国本土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地区
和北爱尔兰地区、爱尔兰。英国认为
这种做法“既不合宪法，经济上也不
可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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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愿对话”，但看朝态度
我外交部：望美落实半岛核问题积极表态

英“脱欧”方案：
北爱不设“硬边界”
提议设临时“海关同盟” 分析：恐难如愿

值得注意的是，英方想将自
己的立场写入最终的“脱欧”协
议，必须得到欧盟其他27个成员
国的一致同意，但从目前来看这
并非易事。分析人士认为，英方
此次提出英国既要与欧盟设立
“临时关税同盟”，又有权与非欧

盟国家商签贸易协议，实际是想同
时享受“留下”和“离开”的好处，但
这种一厢情愿的要求欧盟恐怕很
难接受。 欧盟委员会15日表示，一
旦英国退出欧洲共同市场与欧盟
关税同盟，就无法保证双方不发生
贸易摩擦。

舆论认为， 英国此次在“脱
欧”谈判的重要问题上亮明立场，
既回应了长期以来外界有关英国
“脱欧”立场不明、内阁意见分裂
的质疑， 又赶在即将开始的英欧
第三轮“脱欧” 谈判前向欧盟表
明， 英国已准备好进行下一阶段
谈判。

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英国政府
以发布文件的方式明确官方立场，
是想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内阁。
同时，由于“脱欧”前景的不确定性
正在对英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英
国希望尽早开始与欧盟就“脱欧”后
的英欧关系进行谈判， 以安抚焦虑
的企业、公民和投资者。

背后考虑 打消欧盟的顾虑 展示团结的内阁

分析 恐难如愿

韩国总统文在寅15日
称， 任何人都不能不经韩国
同意在半岛发动军事行动，
并再次敦促朝鲜进行对话。
对此，华春莹表示，和平解决
半岛核问题符合各方共同利
益、值得各方共同努力。

华春莹表示， 当前朝鲜
半岛局势高度复杂敏感，正
在迫近危机的临界点， 同时
也是做出决断重回和谈的转
折点。各方都应保持克制，果
断决策， 作出对本国人民和
地区和平负责任的正确决
断， 采取有助于缓解紧张局
势、 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的
正确行动。

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
问：“据报道， 朝鲜15日称
暂时不会轰炸关岛， 也暂

停任何攻击计划。 这似乎是
缓解紧张的信号。 中国对此
有何评论？ 你认为美方应如
何回应朝鲜做出的这种似乎
是缓解紧张局势的表现？”

华春莹表示， 当前，我
们希望有关各方说的话、做
的事都能为紧张局势“灭
火”，而不是“浇油”，能使各
方都朝着增加互信、维护半
岛和平稳定以及和平解决
半岛核问题的共同目标迈
出重要步伐。

■综合新华社、央视、法
制晚报

【我外交部表态】希望各方能为紧张局势“灭火”

15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
会上， 朝鲜半岛问题是记者
关注的焦点。

日前， 美国国务卿蒂勒
森和防长马蒂斯在《华尔街
日报》 上联合发表署名文章
称， 外交手段是美促朝改弦
易辙的首选， 美对朝施加和
平压力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
无核化， 美无意改变朝政权
或加快朝韩统一进程， 无意
寻找借口在非军事区以北驻
军，无意伤害朝人民。同时该
文称， 中国占朝对外贸易的

90%，中方必须作出决定，对
朝发挥决定性的外交和经济
影响力。

对此， 华春莹回应称，
希望美方将有关表态落实
到具体的对朝政策之中。我
们始终认为，安全问题是半
岛问题的核心，朝美双方掌
握着解决问题的钥匙。希望
有关各方认真考虑中方提
出的“双暂停”倡议，照顾彼
此合理安全关切，为通过和
谈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找
到突破口。

【美国务卿发文】称无意改变朝政权

王毅：对朝美相互
刺激言行踩刹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