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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8日晚向
司法部发传票，索要联邦特别检查官罗伯
特·米勒团队所写“通俄”报告全本以及关
键证据，最后期限为 5月 15日。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同一天以表决方
式认定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藐视”国会。
司法委员会 4 月向司法部发传票，索要

“通俄”报告全本。司法部没有执行。
表决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动

用总统行政特权，阻止政府部门向国会递
交“通俄”报告全本。

过去数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
当·希夫和资深共和党议员德文·努内斯

一直追讨这份报告的全本。
司法部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司法委

员会 7日谈判至午夜。司法部副部长斯蒂
芬·博伊德 8 日说，谈判已经结束。司法
部提议向民主党一小部分高层人员公开
删减较少的版本，而两个委员会要求面向
更多委员会成员、公开更多报告内容。

米勒 3月结束“通俄”调查，就持续 22
个月的调查结果向司法部送交完整报
告。司法部 4 月 18 日公开删减版，以“涂
抹”方式覆盖部分内容，隐去机密、没有完
结的调查以及关联人物的信息和证词。

这项调查围绕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

在 2016 年总统选举期间是否与俄罗斯方
面“串通”，结论是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前者
与俄罗斯政府“共谋”或“协调”。

希夫在一份声明中说，围绕情报委员
会的要求，司法部“始终不予回应”；围绕
委员会履行监督权，“拒绝安排任何会面，
也不提供任何文件”。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罗
尔德·纳德勒说，这次表决是“勇敢和重要
一步”。

表决结果呈现两党分化，24票赞成、16
票反对，认定巴尔藐视国会。纳德勒说，就
同样议题，“很快”将在众议院全体表决。

如果众议院全体表决通过，可能触发
针对巴尔的刑事犯罪调查，届时将由首都
华盛顿所属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
办公室接手，决定是否起诉巴尔。

纳德勒说，由于总统动用特权阻碍国
会、“公然挑衅”国会、制造“宪政危机”，司
法委员会不得不行动。

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正是纳
德勒“滥用权力”，迫使总统动用特权。

司法部回应，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这一
举动有“政治动机、没有必要”。司法部发
言人克丽·库佩奇说，议员们“选择参与不
恰当的政治表演”，令人失望。

再下“赌注”

特朗普 8 日签署行政令，制裁伊朗
的铁、钢、铝、铜等金属产业。

任何实体购买、出售、运输、经营伊
朗这些金属及其制品都将受到美方制
裁。行政令同时禁止任何个人或实体参
与向伊朗出售、提供或交付与金属产业
相关的大宗货物或者服务。

美国财政部说，将为最新制裁举措
设置 90 天缓冲期，但 8 日以后禁止任何
与伊朗金属产业相关的新合同。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金属产业是
伊朗仅次于原油的第二大出口收入来
源，占伊朗出口额的 10％。

特朗普说：“除非根本上改变做法，
否则伊朗政府可以期待更多制裁。”

自夸“奏效”

特朗普 8 日在宣布新一轮制裁时向
媒体夸耀，声称美国制裁使“伊朗政府难
以筹措资金资助恐怖活动”，认定“伊朗
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萧条期，政府收入
减少，通货膨胀失控”。

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布赖恩·胡
克告诉媒体记者：“我们集中精力在外交
层面孤立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这种政
策正在奏效。”

一些民主党籍国会议员持相反看
法。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克里
斯·墨菲说，伊朗方面宣布中止履行伊核
协议部分条款，是特朗普这名共和党籍
总统所领导政府“盲目、不断施压”政策
的“直接后果”。

接受考验

按美联社的说法，美方“极限施压”
政策正在接受考验，是否成功，关键看伊
方能否回到谈判桌、同意美方所提伊核

协议新条款。
伊朗 2015年 7月与美国等六国达成

伊核协议，承诺限制核计划，换取国际社
会解除制裁。美国去年 5月退出伊核协
议的借口是认定协议没有限制伊朗发展
弹道导弹以及在中东地区扶植代理人、
从事“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

伊朗迄今没有因美方不断加码而服
软，多次警告，如果美国“封杀令”使伊朗
无法出口原油，将不惜封锁霍尔木兹海
峡；伊朗希望在 60天内与伊核协议其他
签署方磋商，如果诉求得不到满足，将不
再接受对铀浓缩丰度的限制。

特朗普 8 日说，期待与伊朗领导人
会面，商讨制订新的协议。伊朗方面先
前拒绝特朗普类似“邀请”。

但美联社记者发现，伊朗没有完全
关闭对话大门。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
扎里夫 4月访问美国纽约时建议特朗普
改变对抗姿态。

欧洲承压

就伊朗核项目，美国和伊朗将目光
转向欧洲国家。

美国总统特别助理蒂姆·莫里森说：
“现在是国际社会严厉谴责伊朗违规核活
动、依照美方要求向伊朗施压的时候。”

他警告，欧洲国家不要寻求借助特
别结算机制削弱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制裁
力度。

国际原油交易通常以美元结算，欧洲
新设机制可望为伊朗出口的油气与欧盟制
造的物品搭建交易平台，绕开美方制裁。

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伊朗外长扎里夫
8 日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对俄罗斯等国
予以认可，同时指认欧洲国家政府没有
履行伊核协议义务。

扎里夫 4 月抱怨欧洲方面推进特别
结算机制速度“太慢”，呼吁欧洲国家尽
快启动这一机制。

谴责施压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8 日发表电
视讲话，宣布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
分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浓缩铀。

鲁 哈 尼 说 ，这 不 意 味 着 伊 朗 退 出
伊 核 协 议 。 伊 朗 希 望 在 60 天 内 与 伊
核协议其他签署方磋商，如果诉求得
不到满足，将不再接受对铀浓缩丰度
的限制。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
斯科夫 8日说，正是来自美方的压力，导
致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俄
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反复提及，对
伊朗采取欠考虑的举措面临后果，我指
的是华盛顿方面退出协议、重新启动制
裁的决定。”

他告诉媒体记者，俄方会全力“挽
救”伊核协议，现在谈论俄方加入对伊朗
制裁行列的可能性为时尚早。

美国去年 5 月 8 日宣布退出伊核协
议并恢复对伊朗制裁，一年间在经济、政
治、外交领域封堵伊朗。最近一个月，美
国相继宣布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

“恐怖组织”、取消 8 个伊朗原油进口方
的制裁豁免、不再续期针对伊朗核设施
的部分制裁豁免。

欧洲联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布鲁塞
尔一名外交人士 8 日告诉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记者，美方在逼伊朗“犯错”、迫使它
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这样一
来，美方将开始考虑向国际社会宣布伊
朗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

呼吁履约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扎
里夫 8 日在莫斯科会晤后举行新闻发布
会，呼吁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协议签署方
遵守伊核协议。

“我认为，”拉夫罗夫说，“化解当前

局势需要采取的唯一切实举措，是说服
所有还在协议内的签署方履行义务。”

拉夫罗夫告诉记者，他认为，现在不
需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伊
核问题协议，但俄方会与其他签署方磋
商这一议题。

扎里夫在会晤结束后“点名”批评美
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
说后者针对伊朗的“激进言论”是在寻求
局势升级。

“美国有一些人，特别是发表激进言
论的博尔顿，是寻求（局势）紧张和对抗
的人，不是伊朗方面，”他说，“伊朗不想
对抗，赞成对话。”

博尔顿 5 日声称，美国正向中东海
域部署“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
击群和一支轰炸机特遣队，以回应伊朗
近期对美国发出“令人担忧”的“暗示和
警告”。

继续合作

依照拉夫罗夫的说法，俄伊双方将
寻找绕过美方制裁的合作方式。

“我们再次确认将致力于强化经济
合作，”他说，“探寻不受制于美方……限
制的合作方式。”

伊朗石油部副部长阿米尔·侯赛因·
扎马尼尼亚 5 日说，伊朗正绕过美国制
裁，在“灰色市场”出售原油。

扎里夫告诉记者，俄罗斯和伊朗将
继续双方在福尔道核设施以及布什尔核
电站建设方面的合作。“尽管美方有动
作，我们与俄方在核领域合作密切”。

布什尔核电站位于伊朗南部港口城
市布什尔附近。它不仅是伊朗首座核电
站，也是中东地区第一座核电站。这座
核电站上世纪 70 年代由德国承建，后在
美国干预下停工。1995 年，俄罗斯接手
这一项目。2013 年 9 月，伊朗方面正式
从俄方接管核电站。

美国政府与国会对峙升级

再加制裁筹码
美逼伊朗就范

俄方呼吁对话
挽救伊核协议

美国政府 8 日对
伊 朗 施 行 新 一 轮 制
裁，寻求掐断这个中
东国家的金属产业出
口收入来源，回应伊
方当天宣布中止履行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部分条款。

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
向伊朗“极限施压”，
近期不断增加筹码。
只是，能否迫使伊朗
就范是未知数。

俄罗斯 8 日力挺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谴责美国施压导致伊
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部分条款，呼吁欧洲签
署方履行协议义务。

伊朗外交部长贾
瓦德·扎里夫当天与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会晤后说，
美方官员就伊朗事务
发表“激进言论”是在
寻求局势升级，伊方
不想对抗，赞成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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