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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美国方面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理
事会 10 日就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召开特
别会议。只是，伊朗和俄罗斯方面说，美
方退出伊核协议、却要求伊方遵守协议，
这一情形“太过讽刺”。

美方施压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在奥地利
首都维也纳召开特别会议，审议伊朗执行
伊核协议相关事宜。中、美、俄、英、法、德
等 35个理事会成员国代表与会，伊朗、欧
洲联盟等方面代表同样在会上发言。

美方代表杰姬·沃尔科特指认伊方近
期行为是“核敲诈”，要求伊方继续遵守伊
核协议。

多家媒体报道，沃尔科特所说“核敲
诈”指伊朗提高浓缩铀存量和丰度，突破伊
核协议上限。伊方说，突破浓缩铀存量和丰
度上限缘于伊方利益没有得到保护。

按照伊核协议，伊朗同意冻结核项
目，接受国际核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制
裁。然而，美国去年 5月退出伊核协议并

恢复和追加对伊制裁，试图以极限施压方
式迫使伊方重新谈判。伊方强调，突破浓
缩铀存量和丰度是“可逆”措施，愿意继续
与各方对话。

一些国家的代表在特别会议上说，当

前伊核问题危机根源是美方对伊方采取
极限施压政策。绝大多数理事会成员主
张维护伊核协议，就美方退出协议、对伊
方极限施压表达遗憾，同时呼吁伊方全面
履行承诺，支持协议参与方维护协议的外

交努力。
伊俄不屑

伊方代表卡齐姆·加里卜·阿巴迪在
特别会议上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应
美方要求召开这次会议，这一情形“太过
讽刺”。阿巴迪说，伊核问题僵局缘于美
方“非法行为”。

俄罗斯代表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
说，美方不能在退出伊核协议后要求伊方
继续遵守协议，这一做法“古怪”，因为美
方认定伊核协议是“坏协议”。

乌里扬诺夫会后在社交媒体“推特”留
言，说美方就伊核问题陷入“孤立”。在他看
来，美方要求伊方继续遵守协议，说明美方

“知道伊核协议的重要性”。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告

诉法新社记者，美方先前与签署伊核协议的
欧洲国家磋商，希望对方出面要求召开这次
特别会议。

美方退出伊核协议后向欧洲盟友施
压，要求对方重新启动对伊制裁，但欧洲方
面继续支持伊核协议。 新华社特稿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
布科夫与美国副国务卿戴维·黑尔 10日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讨论俄美关系等多
项议题，在两国总统 6 月会晤后作跟进
磋商，但就缓解两国紧张关系没有取得
显著成果。

关系难缓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尔塔格
斯 10日发表声明，说分管政治事务的黑
尔与里亚布科夫“探讨了美俄关系和欧
洲、中东以及亚洲地区性挑战造成的影
响”，没有披露细节。

声明说，黑尔强调，美方希望与俄方
就多项全球性挑战减少分歧、谋求合作，
但俄方“负面行为”继续阻碍双边关系发
展。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俄罗斯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6 月 28 日在二十
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闭门会晤，时长大
约 1个半小时。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
里·佩斯科夫 6 月 30 日说，“普京和特朗
普坚信，有必要保持最高级别接触”。

路透社报道，美俄关系因叙利亚、乌
克兰和所谓俄方干预美国内政等“所有”
问题持续紧张。普京最近在一次电视采
访中说，两国关系“越来越差”。

主要分歧点

美联社报道，委内瑞拉局势是双方
一大分歧点。里亚布科夫说，他与黑尔
就委内瑞拉局势无法达成共识。

俄罗斯媒体报道，里亚布科夫否认
俄方在委内瑞拉有驻军，同时说俄方需
要定期派遣专家前往这一拉丁美洲国家
且“不会向美方报备”。

里亚布科夫强调，俄方向委内瑞拉

交付武器装备不会破坏地区力量平衡，
俄方将继续在俄委军事技术合作框架内
作委方负责任的武器供应方。

俄罗斯与美国分别支持委内瑞拉总
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和反对派要员、全国
代表大会主席胡安·瓜伊多，后者今年 1
月宣布自任“临时总统”。

俄罗斯军事专家今年 4 月现身委内
瑞拉，协助训练技术人员、修复和维护武
器装备。里亚布科夫说，美方为施压马
杜罗政府，夸大这件事，“对我们而言不
可接受”。

里亚布科夫同时说，美方指认俄方
干预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等美方国内
事务，是两国关系中“一个极大问题”，

“双方同样无法找到共识”。俄方坚决否
认美方指认。

没提换惠兰

里亚布科夫说，他与黑尔提及因涉
嫌间谍活动由俄方羁押的美籍男子保
罗·惠兰，但没有讨论用惠兰交换受美方
羁押的俄方人员。

惠兰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去年
12月 28日赴莫斯科参加前同事与俄女子
婚礼时被逮捕。他否认从事间谍活动。

里亚布科夫告诉俄罗斯媒体，他与黑
尔表达了互换本国在对方国家服刑人员
的意愿，但惠兰不在可互换人员中，因为
他有待法院审理和判决。里亚布科夫 1
日提议俄美换囚，呼吁美方释放俄籍飞
行员康斯坦丁·亚罗申科。外界因而猜
测俄方希望用惠兰换回亚罗申科。

亚罗申科 2010 年因涉嫌向美国走
私可卡因在利比里亚遭美国特种部队逮
捕。他被判入狱 20 年，正在美国服刑。
俄方认定，亚罗申科案有政治动机。

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政府 11日指认伊朗船只在海湾
拦截一艘英国油轮，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美国多家媒体 10日报道，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多艘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附
近试图拦截一艘英国油轮，遭英国军舰
制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新闻
频道和美国广播公司分别援引多名美国
官员的话报道，“英国传统”号油轮 10日
下午在海湾东部海域驶向霍尔木兹海
峡，5艘革命卫队快艇靠近，要求油轮改
变航向、驶向伊朗领海。

报道称，英国海军护卫舰“蒙特罗
斯”号在附近护航，发现伊方快艇试图
拦截英方油轮，继而抵近，驶入快艇与
油轮之间。“蒙特罗斯”号把舰炮指向伊
方快艇，要求对方离开。伊方快艇随后
驶离，“蒙特罗斯”号护送油轮继续驶向
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方
官员的话报道，一架美国飞机在空中拍
摄了这一事件。福克斯新闻网报道，那
架飞机是侦察机。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说，美方知
道上述报道。

英国外交部 11日发表声明，说“3艘
伊朗船只企图阻碍”“英国传统”号通过
霍尔木兹海峡，“蒙特罗斯”号介入，向伊
方船只发出“口头警告”，后者随后驶离。

伊朗革命卫队和外交部长贾瓦德·
扎里夫否认伊方试图拦截英国油轮。伊

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革命卫队的声明报
道，革命卫队舰船“过去 24小时”没有拦
截“任何外籍船只，包括英国船只”。

法尔斯同时援引扎里夫的话报道：
“他们的说法旨在加剧紧张。”

美国政府去年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并恢复和追加对伊朗制裁，试图全
面封杀伊朗石油出口，同时向中东增派
兵力和装备，试图以极限施压方式迫使
伊方重新谈判协议。

伊朗方面说，不愿与美方爆发军事
冲突，但是会“以硬对硬”，不会在压力
下与美方恢复对话。

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当局 4日在
英国海军协助下扣押装载伊朗原油的油
轮“格蕾丝一号”，指认油轮违反欧洲联
盟制裁、向叙利亚运送石油。

伊朗方面说，英方扣押油轮是“海
盗”行为。伊方多次召见英国大使，提
出抗议。伊朗外交部说，英方依照美国
方面要求扣押油轮，而油轮目的地并非
叙利亚，遭拦截时处于国际水域。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10日警告英
方，扣押油轮“有后果”。伊朗确定国家
利益委员会秘书长穆赫辛·雷扎伊 5 日
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如果英方不释
放油轮，伊方应当考虑扣押一艘英国油
轮，以示回应。

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巴斯·阿
拉格希 7 日说，伊方寻求经由外交途径
解决油轮遭扣押事件。 新华社特稿

伊拉克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迈
赫迪 9 日说，鉴于伊拉克原油出口严重
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一旦这条航道
遭掐断，国家经济势必遭受重创。随着
海湾局势紧张，伊拉克政府加紧研究石
油出口渠道的替代方案。

阿卜杜勒－迈赫迪在每周例行记者
会上说：“伊拉克原油出口通道数量太
少。眼下，伊拉克大多数原油经由南部
终端实现出口。”

扼守海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号称全球
能源大动脉，关联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
海运原油贸易。海湾产油国沙特阿拉
伯、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
等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

伊朗多次在海湾军演并发出警告，若
国家安全受威胁，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上一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在上世
纪80年代与伊拉克的两伊战争期间。

阿卜杜勒－迈赫迪说，“我们需要拓
宽（原油）出口渠道”，伊拉克政府因而正
在研究潜在的短期应急方案以及长期替
代方案，包括加快两个与原油相关项目

的推进速度。
其中一个项目涉及修建伊拉克南部

通往约旦亚喀巴港的输油管道，伊拉克
内阁已责成石油部对这一项目作可行性
研究；另一个项目涉及在伊拉克南部建
造一处离岸原油设施，阿卜杜勒－迈赫
迪没有详述项目细节。

美国去年 5 月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并分批恢复对伊朗制裁，今年
5 月停止多个伊朗原油进口方的制裁豁
免，意图全面封堵伊朗原油出口，切断伊
朗政府财政来源。

由此，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不断升
级。美国近来向中东派出航空母舰打击
群、战略轰炸机特遣队、两栖舰艇群和

“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一个月内先后
两次宣布向中东增兵。

过去两个多月，多艘油轮相继在霍
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美国指认伊朗是
黑手，伊朗反指美国做局陷害。伊朗 6
月击落一架美国无人驾驶飞机，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最后一刻取消报复性
军事打击。 新华社特稿

发起伊核会议 美方却遭孤立

担忧航道遭掐 伊拉克寻替代方案

伊朗否认拦截英国油轮

俄美官员会晤乏成果

7 月 11
日，在乌克兰
首都基辅，乌
克 兰 中 央 选
举 委 员 会 主
席 斯 利 帕 丘
克（中）等 展
示 本 次 选 举
的 选 票 样
本 。 乌 克 兰
将 于 7 月 21
日 提 前 举 行
新 一 届 议 会
选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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