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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朝鲜劳动党金正恩委员长四次访问中国，习近平主席访朝，中朝关系大幅改

善。中朝重申传统友谊和半岛无核化目标，深化在重大问题上的战略沟通，积极开展交流合作，从

而开启了中朝友好合作的新时代。中朝关系的积极变化既是中朝共同防止半岛局势生战生乱的需

要，也是各自政策调整的结果。中朝关系的新变化有利于朝鲜继续推行新战略路线，也有利于推进

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应加大对朝支持，维护中朝关系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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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中朝建交 70
周年的双喜之年。6 月 20 ～ 21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首次

访朝。在访问期间，习近平表示: “中朝关系已经进

入新的历史时期。”①这预示着中朝关系新的变化和

新的提升。2018 年以来，中国不仅积极加强两国之

间的友好合作，而且从更广阔的视野和高度审视朝

鲜半岛局势，将对朝政策置于中国周边外交和大国

外交中加以谋划和推进。本文从两国领导人互访、
半岛无核化问题、两国合作与交流等角度具体分析

新时代中朝关系的积极变化，深入挖掘其变化动因，

分析中朝关系变化的积极影响，并对巩固和发展中

朝关系提出政策建议。

一

中朝两国是山水相依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的

友谊源远流长。2018 年以来，中朝关系取得重大进

展，开启了中朝友好合作的新时代。
( 一) 恢复和巩固了传统友好关系。首先，中朝

双方实现领导人互访，加强密切互动，引领两国关系

正常化。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引领是中朝

关系的最大优势，领导人的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对

于中朝关系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从 1949 年 10 月

中朝建交到 1994 年 7 月金日成主席去世为止，他一

共访华 39 次。金正日国防委员长 1983 年 6 月首次

访华以来，一共访华九次。中国领导人也经常访问

朝鲜，次数也很多。②

2018 年 3 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访问中

国，这是他 2011 年担任朝鲜最高领导职务以来的首

次海外访问，也是相隔 7 年朝鲜最高领导人对中国

的友好访问。之后，他相继 三 次 访 华。2019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访朝，这是中国领导人相隔 14 年后

对朝鲜的正式访问，也是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两国

领导人的第 5 次会晤，其互动之频非常罕见。
其次，两国领导人重新强调共同维护中朝传统

友谊，恢复和巩固了两国友好合作的基础。2012 年

5 月，金正恩会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

时指出，继承金正日同志遗训，世代传承并不断深化

9

《现代国际关系》 2019 年第 12 期

①

②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
行会谈”，《人民日报》，2019 年 6 月 21 日。

1949 年 10 月中朝建交以来，周恩来 6 次，刘少奇 1 次，邓小
平 3 次，华国锋 1 次，胡耀邦 3 次，杨尚昆 2 次，江泽民 2 次，胡锦涛 2
次访问了朝鲜。



朝中传统友谊，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①

这是金正恩亲自会见的第一个外国访问团。2016
年，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进行核试验，中朝双方

围绕朝核问题分歧明显，两国之间交流也随之减少，

双方几乎都不提中朝传统友谊。习近平总书记在同

金正恩委员长首次会谈时，重新强调继承和发展两

国传统友谊。② 朝鲜媒体也重新提到中朝传统友

谊，并强调是两国的共同财富。③ 2018 年 5 月初，两

位领导人在大连会晤时表示，中朝传统友谊是双方

共同的宝贵财富，发展好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

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唯一正确选择。④

再次，双方重新突出两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强调

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双边关系仍然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2018 年以来，每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

( 7 月 1 日) 、朝鲜劳动党建党纪念日( 10 月 10 日) 、
中国国庆日 ( 10 月 1 日) 、朝鲜建国纪念日 ( 9 月 9
日) 以及两国建交纪念日( 10 月 6 日) 等节庆，两国

领导人均互致贺电，并强调社会主义原则。2019 年

10 月 6 日，两国领导人就建交 70 周年互致贺电，再

次强调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促进

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繁荣进步，实现两国友好合作关

系的全面复兴。⑤

( 二) 恢复和加强了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协调

与沟通。首先，中朝双方重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

同目标。围绕朝鲜半岛核问题，中朝两国曾出现意

见分歧，难以协调立场。2013 年 3 月，朝鲜劳动党

举行中央全会，决定采取“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

并进”的新战略路线，明确规定朝鲜为“拥核国”，并

继续发展核武力。之后，朝鲜坚持并举路线，多次进

行了核试验和导弹试射。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对朝

制裁决议投了赞成票，显示出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

的坚定立场，也表现出维护地区和平的负责任姿态。
2018 年 3 月，金正恩在中朝首脑会谈中首次表

示，“按照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遗训，致力

于实现半岛无核化，是朝鲜始终不变的立场”。⑥ 这

是金正恩首次公开表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

场。根据朝方的无核化立场，中方明确表示，支持半

岛无核化方向，支持朝韩持续改善关系，支持朝美举

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解决

各自合理关切。
其次，中朝双方就通过对话“分阶段、同步走”

的和平解决方式达成共识。2003 年 8 月朝核问题

六方会谈开始以来，中国一直强调通过对话和协商

解决朝核问题。2005 年“9·19 共同声明”强调，以

和平方式可核查地实现半岛无核化是六方会谈的目

标，并根据“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采取协

调一致步骤、分阶段落实。这是中朝在内的六方会

谈成员国所达成的共识。但是，2008 年 12 月六方

会谈中断以来，“分阶段、同步走”原则并没有得到

具体落实。
2018 年 1 月，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

孔铉佑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指出，通过低门

槛、同步走、小步走方式推动沟通，并强调“同步走”
就是六方会谈确定的原则，即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

动、同步对等的原则。⑦ 金正恩访华时表示，希望有

关各方负责任地采取分阶段、同步性的措施，推进半

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坚持

半岛无核化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分阶

段、同步走”是中朝两国领导人对朝鲜半岛核问题

所达成的共识。
再次，中朝恢复和加强了战略沟通。长期以来，

双方根据 1961 年 7 月签署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

约》，就重大国际问题沟通和协商，推动了友好合作

关系。1992 年中韩建交后，中朝之间围绕重大国际

问题很少进行沟通，尤其朝鲜做出核试等重大决定

时，不与中方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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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见王家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网站，2012 年 8 月 3 日，http: / /kp．
china－embassy． org /chn /zcwj / t957908． htm． ( 上网日期: 2019 年 10 月
31 日)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8 年 3 月 29
日。

“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的历史性访问”，［朝］《劳动新闻》，
2018 年 3 月 30 日。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在大连举行会晤”，
《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9 日。

“习近平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致贺电”，《人民日
报》，2019 年 10 月 7 日。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8 年 3 月 29
日。

“外交部副部长、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铉佑就
朝鲜半岛问题接受凤凰卫视采访”，2018 年 1 月 16 日，外交部网站，
https: / /www．fmprc．gov． cn /web /wjbxw_673019 / t1526050． shtml． ( 上网
日期: 2019 年 10 月 31 日)



2018 年以来，每当举行朝韩、朝美首脑会晤之

前，金正恩都先访华，同中国领导人进行战略沟通，

互相通报国内情况，并围绕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这

不但巩固和发展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而且彰显了

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显

示了中国是朝鲜对外关系中最重要、最可靠的战略

伙伴。
( 三) 积极维护和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首先，

中朝双方致力于维护正常的经贸合作。中朝两国在

政治、经贸、地缘、人文等诸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1953 年 11 月，中朝签署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确立

了经济与文化合作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方向。① 两国

长期以来在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广

播、新闻等各个领域开展了交流与合作，中国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从而有力

支援了朝鲜社会主义的发展，为推动两国友好合作

提供了长久动力。冷战结束后，中朝贸易额在朝鲜

对外贸易中的比重逐步增加，高达 80%以上。中国

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最近几年，随着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日

益严厉，朝鲜的对外经济关系面临空前未有的巨大

压力，中朝之间正常的经贸合作也受到了很大限制。
2014 年两国贸易额为 65．4 亿美元，达到了顶峰，之

后逐年下降，到 2018 年大幅减少到 24．3 亿美元，为

2010 年以来最低。
根据 2018 年以来朝鲜国内政策变化及经济发

展需求，中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支持朝鲜的新发展

战略路线，支持朝鲜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

持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18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会见由朝鲜劳动党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率领的劳动党友好

参观团时，朴泰成表示，“此次友好参观团受金正恩

委员长指派访华，学习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经

验”。② 由此看出，朝鲜转变新的战略路线后，积极

向中国学习经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其次，双方积极开展各领域的交流，推动两国关

系全面发展。2018 年以来，中朝双方在政治、经济、
外交、军事、司法、文化、教育、旅游、媒体、地方、艺

术、智库等领域交流广泛，双方代表团的访问次数达

40 多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率中国党

政代表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率中国军

事代表团、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中共中联部部长宋

涛率中国艺术团相继访朝，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

长朴泰成率劳动党友好参观团、劳动党中央副委员

长李洙墉率朝鲜友好艺术团、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金

秀吉陆军大将率朝鲜军事代表团相继访华。此外，

中国外交部代表团、体育代表团、青年干部代表团、

文艺工作者代表团、新华通讯社代表团、《人民日

报》代表团、中共辽宁省委友好代表团、深圳艺术代

表团访朝，朝鲜外务省代表团、朝中友好协会代表

团、《劳动新闻》代表团、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代表团、黄海南道代表团、朝鲜教育委员会代表团、

朝中友好议员团、朝鲜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建筑师同

盟代表团等访华。

再次，中朝之间的各种互访和互动，大幅改善了

两国的舆论环境。由于朝鲜进行了多次核试验，中

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逐步加大了制裁

力度，朝鲜舆论和媒体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③，甚至

一度点名指责了中国④。对此，中国媒体和舆论也

纷纷表达不满，两国人民之间感情受到了损伤，两国

舆论环境变为极其恶劣。同时，两国交流也受到很

大的影响，人员往来次数显著减少，甚至有些活动被

取消。⑤

2018 年以来，朝鲜中央通讯社、《劳动新闻》等

朝鲜主要官方媒体明显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不仅

经常对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国成功发射卫星等进

行正面报道，而且在中美贸易摩擦、西方国家干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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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1953 年 11 月 23 日中朝双方发表的《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
代表团谈判公报》指出，“中国政府决定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到 1953
年底为止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赠
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中国政府决定于 1954 年至 1957 年 4 年内，再拨
人民币 8 万亿元无偿赠送给朝鲜政府”。刘金质主编: 《中国对朝鲜
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616
页。

“习近平会见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朝］《劳动新闻》，
2018 年 5 月 17 日。

“还好意思随波逐流?”，朝鲜中央通讯社，2017 年 4 月 21
日;“不知耻的媒体放肆的做法”，朝鲜中央通讯社，2017 年 9 月 22
日。

“不要再做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贸然言行”，［朝］《劳动新
闻》，2017 年 5 月 4 日。

2015 年 12 月，原定于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的朝鲜国家功勋
合唱团和牡丹峰乐团访华演出被取消。



港、台湾、新疆局势以及人权问题上，坚决支持中国

政府的立场。① 中朝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互相给予道

义支持，使两国关系不断提升至新高。

二

中朝关系的新变化既是两国共同维护半岛和平

与稳定的需要，也与两国各自的政策调整有关。
( 一) 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出发，中朝需

要改善关系，携手应对日益恶化的朝鲜半岛局势。
2017 年，朝鲜半岛曾经出现了“四月危机”“八月危

机”以及“十月危机”等多次战争危机。半岛紧张局

势千钧一发，给中国周边乃至东北亚地区局势带来

了极大不安，严重损害了中朝两国的战略利益。朝

鲜半岛一旦发生战争或武力冲突，将带来毁灭性的

打击，首当其冲的是朝、韩两国，其次就是中国。因

此，防止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或武力冲突是中国对

朝鲜半岛政策的底线，也是不能丢弃的原则。
在此期间，美、韩、日等国加大对朝鲜的经济制

裁和军事威慑，导致朝鲜半岛局势陷入恶性循环。
美韩以应对朝核问题为由，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
反导系统 ( THAAD) ，试图打破朝鲜半岛的战略平

衡。美韩还不断增强联合军演规模，集中了各种最

先进的战略、战术武器，演练对朝先发制人打击，对

朝鲜形成了极大的军事威胁，也影响到中国的安全

利益。
美韩等国离间中朝关系，也使得恢复中朝友好

关系的战略必要性凸显。冷战结束后，国内外学界

一直对 1961 年签署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议

论纷纷，有的甚至提出废约或修改。韩国的一些右

翼势力一直对中国抗美援朝耿耿于怀，趁机挑拨离

间中朝友好关系，企图对朝搞政权更迭，“吸收统

一”朝鲜。过去几年中朝关系日益恶化，如果一直

持续下去，容易导致美日韩三国误判中朝关系，对朝

加大军事压力，很有可能引起擦枪走火，导致灾难性

后果。面临日益恶化的半岛局势，美日韩强大的军

事压力和战争威胁，中朝两国恢复友好关系不仅是

必然的选择，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 二) 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出发，调整对华政

策成为朝鲜的不二选择。朝鲜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

强国目标，决定转变国家发展路线，必然需要和平环

境与可信赖的合作伙伴。2011 年金正恩执政以来，

朝鲜新设了 23 个经济开发区，加上罗先经济贸易特

区、中朝罗先共同开发区、中朝黄金岛及威化岛共同

开发区，朝鲜的经济开发区、特区已达到 27 个。②

但这些开发区和特区由于受到制裁影响，没有实质

性的进展，也未能有效引进外资投入和合作伙伴，大

都仍然停留于纸面。
2017 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日益严

厉，不仅中朝贸易遭到了沉重打击，而且在朝鲜投资

的中资企业以及中朝边境地区经济也蒙受了巨大的

损失。尤其是朝鲜的对华出口大幅减少，从 2016 年

的 25．4 亿美元，下降到了 2018 年的 2．13 亿美元。
由于受到联合国制裁决议的限制，中国无法进行新

的对朝投资，朝鲜更不能引进新的相关装备和设备，

使朝鲜的经济发展以及对外经济合作受到了很大限

制。
朝鲜长期进行核导开发，国际形象受损，外交上

几乎陷入孤立。中国不仅是朝鲜主要能源供应和粮

食援助国，而且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及经济合作开发

区合作方，无疑是朝鲜首选的最可靠合作伙伴。因

此，朝鲜要发展经济，必然要改善对外关系，恢复中

朝友好合作关系。
( 三) 从维护半岛稳定和运筹大国关系出发，中

国逐步调整对朝政策。由于美国在韩国部署“萨

德”反导系统，中韩关系严重恶化。虽然在 2017 年

底中韩达成共识，遏止了双边关系下滑势头，但双方

的交流与合作还没有完全恢复。“萨德”问题使中

国重新思考美韩同盟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之间的微

妙关系。最近，美韩重新提出举行联合军演，这不仅

危害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不符合于中国提出的

“双暂停”倡议。韩国政府主张“三方”或“四方”概

念，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问题上试图排斥中国，影响

到中国对韩的战略信赖，上述发展变化促使中国重

新思考和调整半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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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激烈的中美贸易战争”，［朝］《劳动新闻》，2018 年 9
月 13 日;“决不能容纳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朝］《劳动新闻》，
2019 年 7 月 26 日。

［朝］车明哲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殊经济地
区》，朝鲜外国文出版社，2018 年。



与此同时，日益严峻的中美战略博弈，使中国重

新考虑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

贸易战，出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加强美日、美
韩军事合作，加大军事部署，使中国周边安全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威胁。为防止东北亚地区战略安全态势

恶化，中国需改善中朝关系，争取半岛的和平与稳

定。
2016 年初以来中国政府提出“双轨制”( 实现半

岛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 ) 思路和

“双暂停”倡议( 朝鲜暂停核导开发活动、美韩暂停

大规模军演) ，提出分两步走的路径，即先以“双暂

停”恢复对话，再推进双轨并进。除六方会谈外，中

方对开展双边、三边、四边等各种对话均持更为开放

的态度。在中朝关系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中国始终

没有放弃外交努力，积极在中朝之间推动外交沟通。
2017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特使、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部长宋涛访朝，双方就中朝两党两国关系、朝鲜

半岛问题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朝鲜半岛局势转变进程中，中俄战略协作发

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2017 年 7 月，中俄两国

发布了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认为，要

基于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倡议、“双轨并行”思路，

以及俄罗斯方面关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分步走设想

的思路，用政治方式解决半岛问题。① 2019 年 6 月，

在习近平主席出访朝鲜之前，中俄领导人又发布了

新的朝鲜半岛问题联合声明，其中提出了“政治解

决”的完整思路，两国之间战略协作对维护半岛和

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

2018 年以来中朝关系的新变化有利于维护半

岛和平与稳定，对朝鲜经济发展、半岛无核化、东北

亚经济一体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 一) 中朝关系的积极变化有利于朝鲜的经济

发展。首先，有利于朝鲜转变国家发展路线和思想

观念。金正恩首次访华一个多月后，朝鲜宣布从

“核武力与经济建设的并举路线”转变为“集中全力

经济建设路线”，并提出国民经济的主体化、现代

化、信息化和科技化等“四化”口号，强调完成国家

经济发展五年战略( 2016～2020 年) 。② 集中一切力

量搞活经济，就意味着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以

及农场的工作重点要集中和服从经济建设，对工作

也依据经济成果来进行评价，而且组织、宣传等工作

也服务于新战略路线的要求。2019 年 4 月和 8 月，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连续两次修改和补充了社会主义

宪法，把“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

改为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为朝鲜的指导思想，删

除了过去提出的青山里方法、青山里方式和大安事

业体系等，明确了金正恩提出的社会主义企业责任

管理制，强调正确利用成本、价格、收益等经济杠杆，

支持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恪守信用，改善贸易构造，扩

大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③

其次，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地区的

建设和中朝经济合作。金正恩上任以来，朝鲜开始

摸索对外经济合作对象的多元化、合作方式的多样

化，寻求与东南亚、欧亚地区以及欧洲等地的伙伴开

展合作，中朝关系改善有利于朝鲜继续这一势头，并

促使朝鲜将“一带一路”纳入到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的重要部署中。2019 年 4 月，朝鲜对外经济相金英

才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显示

出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和积极态度。在新的形势

下，朝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了东北亚经济

研究室，专门研究中国经济、“一带一路”建设、东北

亚地区合作等问题。
朝鲜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老旧、缺乏经济发

展经验，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也需要学习中国的

成功经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多次表示，朝方认

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十分宝贵，希望多来中国实地考

察交流④，多学习中国经验做法，积极致力于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⑤ 这些变化将给中朝经济合作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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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和俄罗斯外交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
明”，《人民日报》，2017 年 7 月 5 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举行第七届第三次全会 金正恩出席指导
会议”，2018 年 4 月 20 日，朝鲜中央通讯社，http: / /www．kcna．kp /kc-
na．user．article．retrieveNewsViewInfoList．kcmsf#this． ( 上网时间: 2019 年
9 月 11 日)

“朝鲜社会主义宪法”，［朝］Naenara 网站，http: / /www．nae-
nara．com．kp /ch /politics /? rule+3． ( 上网时间: 2019 年 9 月 19 日)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人民日
报》，2019 年 1 月 11 日。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
行会谈”，《人民日报》，2019 年 6 月 21 日。



新的机遇和空间。习近平主席访朝以后，中朝贸易

已经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① 目前，双方正在

探索新时代两国合作的方式和内容，中国各种访朝

考察团迅速增加，朝方也积极参加 2019 北京世界园

博会等在中国举办的各种展览会和商品交易会，派

团考察和了解中国发展现状和经验。2019 年 10
月，中朝双方在平壤首次成功举办“朝中健康及体

育部门科技展”。
( 二) 中朝关系的积极变化有利于继续向前推

动半岛无核化进程。第一，中朝关系升温使得中国

提出的“双轨并行”思路、“双暂停”倡议逐步实现。
金正恩首次访华不久，朝鲜宣布自 2018 年 4 月 21
日起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将废弃北部

核试验场。② 5 月 24 日，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发表声

明，废弃了朝鲜北部地区核试验场，炸毁核试验场的

所有坑道、警备设备和观测站。③ 由此可见，朝鲜确

实兑现了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一些承诺，半岛无核

化进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2018 年 4 月 27 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

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举行首脑会晤，并发表了《板

门店宣言》。双方确认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目标，

把停战协定转换为和平协定，构建持久巩固的和平

机制。④ 这意味着朝韩两国支持中国提出的“双轨

并行”思路。在中朝关系、朝韩关系改善的背景下，

2018 年 6 月 12 日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

坡举行了首次首脑会谈，并发表了《新加坡宣言》。
朝方重申承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立场，双方表示要

在朝鲜半岛建立持久稳固的和平机制，并建立新的

朝美关系。⑤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中国提出的

“双轨并行”思路。
第二，中朝关系升温为朝鲜继续进行朝美对话

提供了一定的动力。虽然 2019 年 2 月在河内举行

的第二次朝美首脑会谈没有成功，但和平实现朝鲜

半岛无核化仍然是朝美关系的主要议题。6 月在日

本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上举行中美、中韩首脑会晤

以后，朝美首脑在板门店举行了会晤，双方都表示继

续推动对话。10 月初，朝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

了工作磋商。从谈判的结果来看，朝美协商仍然十

分艰难。仅仅依靠朝美双方很难解决问题，更需要

的是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协商机制，尤其是中国曾

经倡议而推动的六方会谈那样的多边机制。今后，

中国作为朝鲜半岛事务的重要当事方和停战协定的

缔约方，在半岛和平进程中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 三) 中朝关系的积极变化有利于将东北全面

振兴与中朝经济合作密切联动，加快推进国内外地

区协调发展，有力推进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2018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就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提出，

“深 度 融 入 共 建‘一 带 一 路’，建 设 开 放 合 作 高

地”。⑥ 8 月，中共辽宁省委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布

《辽宁“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

将以丹东为门户，倡导连接丹东—平壤—首尔—釜

山铁路、公路及信息互联互通，建议作为对朝经济合

作窗口设立“丹东特区”。丹东是中国最大的对朝

贸易窗口，占中朝贸易的 80%。如果丹东在辽宁省

乃至东北地区的经济地位上升，将加快促进中朝经

贸合作。最近，为开通丹东新鸭绿江大桥，正在加快

建设边检、通关、检疫等相关设施。如果新鸭绿江大

桥开通，将进一步扩大和促进中朝之间的经贸合作。
2019 年 8 月，吉林省发改委公布《沿中蒙俄开

发开放经济带发展规划( 2018 年 ～2025 年) 》，将全

面扩大与朝、俄、蒙古、韩、日等东北亚国家交流合

作。8 月 30 日，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正式揭牌，强调

积极推动朝鲜在内的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进程。随

着东北三省相继出台参与“一带一路”的实践方案，

进一步明确了中朝经济合作和东北地区振兴的密切

关联性，将积极推进东北地区发展与朝鲜半岛经济

合作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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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9 年 1～ 9 月中朝贸易达到了19．6亿
美元，同期增长 14．4%。“2019 年 1 ～ 9 月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双边
贸易统 计”，商 务 部 网 站，http: / / yzs． mofcom． gov． cn /article /g /date /
201910 /20191002907947．shtml( 上网日期: 2019 年 10 月 31 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三次全员会议举行”，
［朝］《劳动新闻》，2018 年 4 月 21 日。

“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声明”，［朝］《劳动新闻》，2018 年 5 月
24 日。

“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繁荣和统一的板门店宣言”，［朝］
《劳动新闻》，2018 年 4 月 28 日。

“金正恩和特朗普新加坡峰会联合声明”，［朝］《劳动新
闻》，2018 年 6 月 13 日。

“习近平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
谈会”，新华社，2018 年 9 月 28 日，http: / /www．gov．cn /xinwen /2018－
09 /28 /content_5326563．htm．( 上网时间: 2019 年 9 月 15 日)



2019 年 11 月，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率团

访问朝鲜，跟朝鲜方面达成共识，继续加强人员和贸

易往来，推进农业交流合作，加强民生领域交流，积

极开展旅游合作。① 中朝地方交流与合作将会有力

推动双方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
众所周知，朝鲜是东北亚乃至世界上少有的未

开发国家，所以对朝经济合作成为东北亚地区合作

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东海线”“京义线”等铁路、公
路和中国大陆的连结，都是对朝经济合作亟待解决

的课题，非常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以及投入。
目前，朝鲜方面密切关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以

及中朝经济合作，愿意跟中方开展多方面交流与合

作，积极摸索适合于自身的经济发展道路。随着半

岛局势的缓和，加上“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北地区的

积极开展，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经济合作将

会加快，给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四

目前，朝鲜半岛局势转变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最主要的是朝美关系的走向，但不能仅仅依靠朝

美两国来解决，需要中国、俄罗斯、韩国等相关国家

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本文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基于

目前的发展态势和中国的多方行动，一是在和平安

全问题上出现重大积极变化的朝鲜半岛形势需要予

以维护，中方提出“双轨并行”思路、“双暂停”倡议

已经得到了朝鲜、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支持，构建

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就成为解决半岛问题的发展方

向; 二是东北三省相继出台参与“一带一路”的实践

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朝鲜半岛局势和东北地区振兴

的关联性，“一带一路”建设与朝鲜半岛发展的对接

已经被提到了正式议程。尤其值得强调的是，随着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日韩在东北亚的合作动

力重现，加上与中蒙俄合作的联动，中朝经济合作将

成为中国东北亚地区合作的重要支撑之一。
根据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及走向，建议

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积极支持朝鲜继续向前推进半

岛无核化进程。鉴于朝核问题的复杂形势，中国应

坚持和平解决的原则，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和平

机制建设的双轨并行思路，关切朝鲜合理的安全需

求，支持“分阶段、同步走”的解决方案。
第二，加大对朝经济投入和帮助。目前，朝核谈

判没有实质性进展，朝韩关系停滞不前，韩日摩擦持

续，中美贸易争端形势错综复杂，半岛局势不稳定、
不确定性日益在增加。同时，朝鲜受到联合国安理

会制裁，很难全面开展正常的对外经济交流和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需适度加大对朝鲜的经济投入，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促进朝鲜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加强中朝人文交流与合作。鉴于朝鲜方

面希望向中国派遣交换留学生和进行访学，并交换

各自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的意愿，应积极推动两国

人文交流与合作。最近，朝鲜社会科学院、金日成综

合大学、朝鲜教育委员会都派代表团到中国考察，积

极表达加强人文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愿望。今后根据

双方的需求和合作方向，中方可加大培训朝方专家

力度，增加朝鲜留学生人数，使之更加了解中国，并

通过中国了解世界。
第四，加大对朝旅游业的投入与支持。旅游并

不属于联合国制裁对象，也是中朝两国之间很重要

的人员往来的通道。据报道，中国游客已经达到赴

朝游客的 90%以上，人民币在朝鲜被普遍使用，是

朝鲜使用最多的外币。朝鲜对中文的需求量越来越

多，对外服务的餐厅、出入境海关等地的工作人员大

都会说中文。中国可充分利用地缘、人缘上的优势，

优先加大对朝旅游业的支持，促进双方民间交流。
中朝友好合作应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根据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进一步全面提升合

作水平，全方位扩大两国合作范围和内容。今后，随

着中朝、中韩、朝韩、朝美等多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不仅要深化国家层面的双边合作关系，而且要大力

促进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推动实现东北亚

命运共同体。○
( 责任编辑: 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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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辽宁省委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辽宁日报》，2019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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