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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加坡6月12日电 12日
下午，在新加坡圣淘沙岛上的嘉佩乐酒
店，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美
国总统特朗普微笑着交换签字文件，在
闪光灯下再次握手。

金正恩和特朗普当天在这里举行
朝美在任领导人历史上首次会晤，并签
署了一份联合声明。

根据特朗普在签字现场向媒体展
示的联合声明文件，朝美将努力“建立

新的朝美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
久稳定和平机制”。特朗普承诺为朝鲜
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重申对“朝鲜半
岛完全无核化”的承诺。为推进落实会
晤成果，朝美将举行高级别政府代表团
谈判。

金正恩在签字仪式上说，通过此次
会面，双方将抛弃过去，迎来“新起
点”。特朗普指出，联合声明内容“非常
广泛”，美朝关系将进入与过去截然不

同的局面。
特朗普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记

者会上说，将推动尽快启动半岛无核化
进程，但无核化将是长期过程，美方在
半岛核问题解决前将继续保持对朝制
裁。他还说，期待美朝建交，但目前还
为时尚早。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2
日表示，朝美相互对立甚至敌对半个多
世纪，两国领导人能坐在一起、平等对

话，本身就有重大和积极意义。希望双
方领导人就推进和实现半岛无核化、推
进并建立半岛和平机制达成基本共识，
迈出实质性步伐。

在寻求安全稳定、合作共赢的时代
趋势下，朝鲜半岛今年年初起出现对话
缓和势头。这次会晤之前，中朝、朝韩、
韩美领导人分别举行了双边会晤，共同
推动半岛迎来走向无核、和平、繁荣新
时期的历史性机遇。

德法俄乌

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柏林6月12日电 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乌

克兰外长近日在柏林就乌克兰局势问题举行“诺曼底”模
式会谈，讨论进一步缓解乌克兰局势及部署联合国维和部
队等问题。

德国外长马斯在会后表示，这是逾16个月以来俄乌双
方再次在德法两国调解下举行会晤。虽许多问题未达成
一致，但在落实明斯克协议上各方立场有所接近。马斯
说，会晤后各方还将举行多个级别后续会议。

会谈各方讨论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部署问题。乌克
兰方面主张应沿着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并指责俄方通过
边境向冲突地区输送亲俄武装人员和装备。俄方则认为
应该在东乌克兰地区的边境部署，只将其作为欧洲安全与
合作组织观察员的保护性武装。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外交部
12日就朝美领导人会晤发表声明，对会
晤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声明
全文如下：

朝美领导人会晤顺利举行并取得
了积极成果。这是推动朝鲜半岛无核
化和政治解决进程取得的重要进展。
我们对朝美两国领导人作出的政治决

断表示高度赞赏，对会晤取得的成果
表示欢迎和支持，对有关各方为推动
会晤取得成功所作努力予以积极评
价。

实现半岛无核化，结束持续六十
多年的敌视与对立，谋求半岛和地区
的持久和平与繁荣，符合时代发展潮
流，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此次

朝美领导人会晤及其取得的成果，是
向着上述目标迈出的正确而重要的步
伐。

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
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问题，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一段
时间以来，半岛形势出现的重大积极变
化，特别是朝美领导人会晤取得的成

果，符合中方期待。我们希望并支持朝
美双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推进后续协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成
果，使政治解决半岛问题成为可持续、
不可逆的进程。

中方作为半岛近邻和重要一方，愿
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
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

外交部就朝美领导人会晤发表声明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美国
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定于当地时间6月12日在新加坡圣淘
沙岛举行会晤。这将是历史上美朝在
任领导人首次会面。

以下是近两年来美国与朝鲜关系
大事记：

2017年 1月 20日，特朗普就任美
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不久就宣布结
束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忍耐”对朝政策，
改而实行“极限施压”政策。

2017年6月12日，美国国务院朝鲜
政策特别代表尹汝尚（英文姓名约瑟
夫·尹）和两名美方医生抵达平壤，探视
被朝鲜关押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

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第六次
核试验。次日，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成
员散发了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决议

于11日得到通过。
2017年11月20日，特朗普宣布将

朝鲜重新列入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国
家”名单。

2018年 2月 10日，率团参加韩国
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彭斯
原计划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
一副部长金与正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
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但朝方在会
见前取消了计划。

2018年2月23日，特朗普宣布将对
朝鲜实施“史上最重”制裁。

2018年3月8日，韩国总统府青瓦
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溶在访美期间
表示，金正恩请韩方向美方转达他希望
尽快与特朗普见面的意愿。特朗普表
示接受金正恩的邀请。

2018年4月18日，特朗普说，美国

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不久前曾前往
朝鲜，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
面“非常顺利”。

2018年5月9日，蓬佩奥作为美国
新任国务卿前往朝鲜，与朝方磋商美朝
领导人会晤事宜。金正恩当天会见蓬
佩奥。同日，朝方释放了3名遭关押的
美国公民。

2018年5月10日，特朗普宣布，他
与金正恩的会晤将于6月12日在新加
坡举行。

2018年 5月 24日，特朗普在给金
正恩的一封公开信里宣布，因朝鲜最近
流露出“极大的愤怒和露骨的敌意”，取
消6月12日的新加坡会晤。朝方回应
表示，这一决定不符合国际社会希望朝
鲜半岛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愿望，但
朝方愿意随时以任何方式与美国坐在

一起解决问题。
2018年5月26日，金正恩与韩国总

统文在寅在板门店举行会晤，双方均表
示希望美朝领导人会晤能于6月12日
在新加坡举行。特朗普当天也表示，期
待他与金正恩的会晤如期举行。

2018年5月27日起，美国驻菲律宾
大使、前驻韩国大使金成与朝鲜外务省
副相崔善姬分别率团连日在板门店举
行会谈，就无核化方案及与之相应的体
制安全保障方案进行协调。29日起，双
方高级别官员在新加坡讨论会晤日程、
场所、礼宾、警卫等事宜。

2018年5月29日，朝鲜劳动党中央
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赴美，30日至31
日与蓬佩奥在纽约会面。6月1日，特朗
普在白宫会见金英哲后宣布，美朝领导人
会晤将如期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新闻背景：近两年来美国与朝鲜关系大事记

（上接第一版）

见难就要帮，见困就要上，“好事佬
“做好事“成瘾”

帮难济困，乐善好施，“好事专业户”
刘卫国曾被省、市、县级媒体争相报道，

“好事佬”的外号不胫而走。
刘卫国家住城北双龙路，是条乡级公

路，没设加油站。十多年来，刘卫国经常
免费为过往断油的机动车辆加油。

2016年6月一天中午，在烈日炙烤
下，路面温度高达四十多度。一位年逾六
旬的婆婆手里提着一篮蔬菜和一只母鸡，
突然倒在刘卫国家附近的马路上不省人
事。

刘卫国发现后，立即将婆婆扶到自己
家中，用湿毛巾为她擦汗降温。待其苏醒
后询问得知，婆婆家住下畈村四方李家，
出门卖菜时因糖尿病发作晕倒。

他二话没说，掏钱买下了她的蔬菜和
母鸡，并打电话叮嘱她儿子：“你妈妈这么
大年纪了，要好好照顾她，以后再也不要
让她出门卖菜了。”

在刘卫国的家中，至今保留着一大叠
汇款单，都是他慷慨解囊时留下来的。

家住隽水镇桃源村二组的小吴，右手
残疾，父亲务农，母亲患有精神疾病。身
残志坚的小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通城
一中。

刘卫国和朋友闲聊时得知此事后，前
往学校给小吴送去了2000元现金资助她

上学。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么多钱！”小吴

眼里滚着泪水，对刘卫国不知说什么好。
“我不是太有钱，帮助你这一次，但不

敢保证今后还能帮。希望你能坚强完成
学业，改变自己的命运。”刘卫国说。

2016年春节期间，刘卫国向隽水镇
柳峦村四组吴秋连、东阁村九组徐圣龙、
雁塔村张亦张、洪琼，四庄乡龙潭洞村刘
细保等特困户分别送去600至800元不
等的过年费用。

隽水镇石泉村二、三、四、六组泉家垅
饮水工程资金存有缺口，刘卫国听说后捐
款2800元；四庄乡五花村张家湾修桥，他
认捐1000元；冷家湾修桥认捐1000元
……

像这样大大小小的捐款，刘卫国已经
记不清有多少笔。但每一笔钱，都饱含他
的情怀和温暖。

有人说，刘卫国做好事都“成瘾”了。

业务延伸，“好事佬”又当“和事佬”

1996年，刘卫国通过司法部门培训
后，成为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任过四庄乡龙潭洞村民小组组长、村
主任的刘卫国，化解民间矛盾纠纷也是行
家里手。

2015年4月，通城县司法局号召全
体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进村服务，送法
上门。

刘卫国进驻的四庄乡五花村，过去纠

纷矛盾复杂，山林火灾频发，上访户不断。
驻村第一个月，刘卫国集中排查矛盾

纠纷4次，受理纠纷调解30余件次，调解
成功率达到97%以上。

在火灾高发期，刘卫国组织本村防火
志愿者巡逻，鸣锣宣传防火，两年来没有
一起山林火灾事故发生。

对待上访户，刘卫国与他们交心谈
心，倾听他们的诉求和理由陈述，帮助寻
找合法合理的解决途径，两年来，该村再
未发生过上访案件。

“劝和是法律服务的境界。”不为收费
而办案，是刘卫国从事法律服务工作20
多年始终坚持的原则。

马港镇平湖村9组，64岁的特困户
彭某，因一起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纠
纷被告上法庭。

除了一间破瓦房，彭家一贫如洗，更
谈不上拿钱出来请律师打官司。经人介
绍，彭找到刘卫国求助。刘卫国非常同情
他的遭遇，无偿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代理期间，所需材料打字复印，来回
车辆接送，甚至食宿费用，都由刘卫国自
掏腰包。最终，这起案件在一审胜诉后得
以平息。

家乡美起来，百姓富起来，才是最大的事

四庄乡龙潭洞村是个库区村、林业
村，也是个贫困村。这里山环水绕，植被
覆盖率高，空气质量优良，生物种类繁多，
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龙潭
洞的山山水水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土
生土长的刘卫国家乡情深，希望能够通过
发展生态旅游，实现乡村振兴。

为开发旅游、保护生态，刘卫国不惜
出资4万多元，耗时近两年，带着相关专
家和摄影爱好者访遍龙潭洞的山山水水，
发掘龙潭洞的森林、湖泊、文物古迹、烈士
墓群等自然人文风物，并做好记录和整
理，形成了一份长达11页的龙潭洞生态
旅游倡议书。

同时，还制作了一本300多张图片的
龙潭洞旅游开发宣传册，完成了一篇报
道、一首歌、一本画册、一部专题片“四个
一”的系列宣传策划。

通过不断努力，刘卫国的倡议得得到
了村民的认可，引起四庄乡镇政府和相关
部门重视，已陆续有外地投资商形成投资
意向。

刘卫国说，他打算邀请相关专家对龙
潭洞的历史渊源、人文风情、地质结构、自
然植被等进行考证挖掘。

他还呼吁政府部门加强对龙潭洞文
化和旅游价值的准确定位，把龙潭洞纳入
全县的整体旅游规划之中，对开发目标、
功能定位、基础设施进行总体设计。

“村美了，人富了，这才是最大的
事！”他感慨。

年近60岁的刘卫国，始终怀着一颗
赤子之心，把“助人为快乐之本”当作自己
的人生信条，为社会输送着不尽的光热。

高投集团纪委廉政
约谈走进棚改现场

本报讯 通讯员洪强报道：为落实高投集团建设
项目专项廉政建设约谈制度，防止项目建设过程中出
现腐败现象，5月29日上午，高投集团纪委书记石小
钰、副总经理陈敬明带着集团纪检监察审计部一行到
中建七局甘鲁村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部召开了重点
项目约谈提醒会议，开展专项廉政建设约谈。建设单
位咸宁荣盛置业公司、施工单位中建七局、监理单位
金桂监理、跟踪审计单位等项目负责人和主要现场管
理人员均出席了会议。

会上，石小钰针对各相关单位的工作性质和项目
建设职能分析了各自的廉政风险点，并提出了具体的
廉政要求。相关单位均做了表态。

石小钰强调，甘鲁棚改区项目是高投集团事关民
生的重点建设项目，各相关单位要保持健康的工作、
人际关系，严守相关廉洁工作规定，杜绝违纪违规违
法行为；要严格按照各自公司的相关廉洁管理制度，
强化廉洁意识，增强法制观念，加强廉洁教育；要自觉
履行合约制度，及时发现问题，立行立改，保证建设项
目朝着争优创廉的方向健康发展。

会后，石小钰、
陈敬明还深入施工
现场查看了工程进
度，听取了相关单
位的工作汇报。

咸宁高投集团
XIAN NING HTI GROUP

芙蓉江上
赛龙舟

6月12日，参赛龙舟在重庆武隆芙蓉
江水面上比拼。

当日，重庆市第十三届芙蓉江龙舟锦
标赛在重庆武隆芙蓉江举行，共有来自重
庆区县的8支队伍参与角逐。

据新华社

法国

应建立军工领域欧洲体系
据新华社巴黎6月12日电 法国国防部长帕利12日

在巴黎表示，欧洲工业的分散现状妨碍了欧洲军工业乃至
共同防务的发展和推进，应在军工领域建立欧洲规则体
系。

帕利当天在欧洲国际防务展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
说，欧洲工业的分散导致很多军工企业难以形成较大规
模，在和美国及亚洲相关企业竞争时难以具备足够分量。

她呼吁在军工领域建立欧洲规则体系，让欧洲国家的
军事装备能够相互适应，促进各国携手推进军工业发展。

法国国防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军工业是法国重要工业
部门之一，为法国提供了约20万个就业岗位。

每两年举行一次的欧洲国际防务展是防务领域最重
要的专业展会之一，今年共有1700多家来自6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企业参展。展会将于6月15日闭幕。

津巴布韦

呼吁中国投资者投资
据新华社哈拉雷6月12日电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

古瓦近日在津首都哈拉雷呼吁更多中国投资者来津投资，
并表示津政府将努力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姆南加古瓦在当天举行的中国（浙江）—津巴布韦商
务论坛开幕式上说，今年4月他访华期间，两国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他和津政府期待来自浙江和其
他省份的中国公司赴津大规模投资，以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助力津顺利实现到203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愿景。

姆南加古瓦表示，津巴布韦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高
素质劳动力，发展潜力巨大，在许多领域都有很好的投资
机会。津政府和立法部门正推动修改有关法律，让津巴布
韦真正成为一个“投资友好型”国家。

中国驻津大使黄屏表示，近年来，中津两国在基础设
施建设、工业、农业、矿业、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交往不断加
深。

加拿大

谴责特朗普诋毁加总理
据新华社渥太华6月12日电 加拿大众议院近日通

过一项动议，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诋毁”加拿大总理特鲁
多。

这项动议由反对党新民主党议员拉姆齐以个人名义
提出，表示所有加拿大国会议员“拒绝美国官员的诋毁言
论，这些言论有损于加美双边关系，不利于解决贸易争
端”。动议同时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
措施。

根据加拿大联邦法，国会通过的个人动议虽无法律约
束力，但它表明了官方的立场。

据报道，特朗普和美国贸易官员日前连续就贸易问题
抨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加拿大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
谴责特朗普，并表示将抵制美国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