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统一部9日说，韩国和朝鲜当天决定，自首
尔当地时间10日8时（北京时间10日7时）起重启在朝
鲜半岛西部海域地区（黄海）韩朝军事通信线路。韩
国统一部透露，当天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
举行的韩朝高级别会谈上， 朝方向韩方说明了已修
复黄海军事通信线路的情况， 韩方下午确认这条通
信线路已连接。目前，南北军事部门可通过黄海军事
通信线路进行通话。

背景

越共十二大以来反腐第一
大案1月8日在河内市人民法
院开审。 包括越共中央政治局
原委员、 胡志明市委原书记丁
罗升在内的22名嫌疑人出庭
受审。

分析人士指出， 这一案件
是越南过去一年来反腐风暴的
延续， 显现越共作为执政党保
持自我洁净的决心和行动力，
有助于凝聚党心民心。

【事实】 “大老虎”出身石
油系 官至政治局

检方指控， 丁罗升在执掌
越南国家石油和天然气集团
（越国油）期间对下属越南油气
安装股份总公司经营不善、侵
吞公款等现象负有主要责任。
调查发现， 丁罗升一手提拔的
子公司董事长郑春青在一个火
电厂项目中违规操作， 造成国
有资产损失550万美元；后者还
被指控伪造文件、 贪污18万美
元公款。

越通社报道，因案情复杂，
此案庭审预计需要两周。 郑春
青受到“故意违反国家经济管
理规定造成重大损失”和“侵吞
财产”两项罪名指控；丁罗升受
到前一项罪名指控。 如罪名成
立，郑春青可获死刑，丁罗升则
面临最高20年监禁。

丁罗升现年57岁，2006年
至2011年担任越国油董事长，
随后升任交通部长和越共中央
委员，2016年越共十二大当选
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2月被任
命为胡志明市市委书记。

2017年5月，越共十二届五
中全会决定给予丁罗升党内警
告处分， 免去其中央政治局委
员职务。2017年12月8日， 越南
公安部调查警察机关办公室对
丁罗升涉及的两起特大经济案
件立案调查。

【分析】 显现越共中央刮
骨疗毒的决心

资深越南问题专家、 新华
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凌
德权分析，丁罗升、郑春青案主
要发生在2006年至2010年期
间，曝出“油气帮”诸多问题，不
仅给越南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也激起强烈民愤。 越共中央总
书记阮富仲要求严查， 越共新
一届中央重点督办。

凌德权说， 丁罗升落马在
越共历史上前所未有， 显现越
共中央刮骨疗毒的决心。 过去
一年， 越南处分不下二十名高
级干部，查处大批大案要案，对
外逃贪官一追到底。 这些反腐
举措深得民心， 今后将不断深
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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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门店会谈，朝韩“融冰”迈出第一步
就朝参加平昌冬奥会、双方举行军事会谈等达成一致，还重启黄海军事通信线路

朝韩高级别代表团1月9日上午如期在板门店韩方一
侧“和平之家”举行会谈。双方就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的相
关事宜达成一致，并就离散家属团聚、举行军事部门会谈
等进一步改善南北关系的话题展开试探性会谈。

分析人士指出，朝韩新年伊始互动频繁，此次高级别
会谈更是表现出双方的充分诚意和急迫心情。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此次会谈标志着朝韩关系开始走出“冷冻期”，但
也不应指望通过一次对话就取得重大成果。半岛局势能否
真正走向缓和，还需要密切关注朝韩后续互动情况，以及
美国等方面的态度。

除冬奥会议题外，朝韩双
方此次还就其他有助改善关
系的问题进行了试探性磋商，
双方关注点存在一些差异。

朝方在会谈中提议在2
月份春节之际举行离散家属
团聚活动， 并建议就此举行
红十字会会谈。 韩方则提议
举行军事部门会谈， 以防止
偶发冲突。 韩方主张双方在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合
作， 停止加剧半岛紧张的行
为， 强调早日重启朝鲜半岛
无核化对话的必要性。 而朝
方代表对此无特别反应，也
未在讲话中提及无核化。分
析人士认为， 这表明在缓和
南北关系和推动半岛无核化
的问题上， 朝韩之间存在一
定“温差”。

对此次高级别会谈，韩
国方面一直持谨慎乐观态
度。 韩国青瓦台总统府一名
官员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 青瓦台希望把此次会
谈的着力点放在如何确保朝
鲜代表团顺利参加冬奥会
上， 并不急于在一场会谈中
就涉及朝韩关系改善的其他
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

【分析人士】 对于朝鲜
参加平昌冬奥会事宜， 朝韩
首脑都作出了积极表态，不存
在大的分歧，就此达成一致相
对比较容易。而在进一步改善
关系的问题上，虽然双方都表
现出了意愿，但在具体诉求上
仍存在分歧。 这些立场上的
差异需要通过后续接触来逐
步解决。 ■综合新华社

朝方在会谈中表示，将派
遣高级别代表团、民族奥林匹
克委员会代表团、 选手团、啦
啦队、艺术团、参观团、跆拳道
示范团、记者团等参加平昌冬
奥会。韩方还提议，在冬奥会
开幕式上朝韩代表团共同入
场。此前，朝韩曾在2000年悉
尼奥运会至2007年长春亚洲
冬季运动会期间的共9次国
际大赛上共同入场。

目前来看， 朝韩围绕冬
奥会相关内容的谈判进展顺
利。双方接下来有望就朝鲜代
表团参加冬奥会的细节事项
展开磋商，包括就朝方代表团
规模和组成、访韩路线、费用
等问题。朝韩可以继续通过板
门店联络热线沟通，也可通过
后续会谈进行讨论。

韩方代表团团长、 统一
部长官赵明均在当天启程赴

板门店会谈前表示， 韩方将
努力让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成为“和平盛典”，使其成
为朝韩关系改善的第一步。

朝方代表团团长、朝鲜祖
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
善权表示，人民对朝韩对话和
改善关系的愿望十分强烈，正
是人民的这种意愿促成了这
一会谈。

【分析人士】 朝韩双方
对此次高级别会谈寄予厚
望，分别派出经验丰富的“老
将”担任代表团团长。以即将
召开的平昌冬奥会为契机，
此次高级别会谈有效缓和了
半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紧张
对峙局面， 双方相互传递了
善意， 从而为下一阶段的进
一步接触和未来半岛问题的
真正解决初步搭建起有效的
沟通渠道。

越南开审原政治局委员腐败案
22名被告出庭受审

越南学界和舆论认为，中
国反腐多管齐下，“打虎又拍
蝇”，还布下“天网”追捕外逃贪
官，值得借鉴。

2016年4月18日，越共中央
检查委员会委员阮国协率考察
团到访长沙， 与湖南省纪委交
流反腐。

2017年11月29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纪委副书
记杨晓渡在北京会见来华参加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
话会的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潘庭濯。越方表示，希望
通过此行了解并学习借鉴中共
党风廉政建设经验， 促进越中
两党两国友好关系。

越南：中国反腐值得借鉴

此次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
展开的高级别会谈，延续了新年
以来朝韩双方互释善意、半岛局
势持续缓和的趋势，为下一步朝
核问题的解决营造了良好氛围。

分析人士指出，不乱、不战、
无核是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的
普遍期待，朝核问题当事方应当
在真诚对话的基础上，通过持续
接触谈判共同协商解决问题。

美国的朝鲜半岛问题专家
鲁乐汉7日称， 此次朝韩高级别
会谈“不是一般的好消息”，支持
朝韩和解不仅符合美国利益，也
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朝韩
构建和平、开展对话的努力将产
生积极的后续效应。 鲁乐汉认
为，白宫宣布推迟美韩军演时间
至冬奥会后的做法非常明智。

从长期看，朝韩关系的发展
还会受到美国的制约。如果韩美
在平昌冬奥会后举行大规模联
合军演， 无疑会再次刺激朝鲜，
给出现积极苗头的朝韩关系再
泼冷水。

关系发展
还会受到美国制约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9日表
示，中方对韩朝高级别会谈的举
行感到高兴。“我们多次说过，作
为朝鲜半岛近邻，中方欢迎并支
持朝韩双方近来就缓和相互关
系采取的积极举动。希望这次会
谈能为当前形势下韩朝双方改
善相互关系、 推动和解合作、缓
和半岛紧张局势开个好头。我们
也希望国际社会对此多多加油
鼓励，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陆慷说。

对韩朝高级别会谈的
举行感到高兴

重启黄海军事通信线路

1月9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的韩朝高级别会谈上，韩方代表团团长、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左）和朝方
代表团团长、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握手。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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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立场有“温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