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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德黑兰７月５日电
伊朗谈判代表、副外长阿拉格希５
日说，正在维也纳举行的伊朗和
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谈判取得积
极进展，有可能在谈判截止日期７
日按期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半官方的伊朗学生通讯社援
引阿拉格希的话报道说，会谈成
功减少了分歧，但还没有完全消
除分歧。各方都决心在本轮完成
谈判，因为延期对谁都不利。阿拉
格希补充说，最终协议达成后，西
方对伊朗的金融和经济制裁将全
面解除，伊朗也会开始履行承诺。

伊朗外长扎里夫３日在视频
网站Ｙｏｕｔｕｂｅ上播放的视
频讲话中说，尽管谈判依然存在
分歧，但“我们从未如此接近取得
一项持久的结果”。扎里夫说，伊
朗的谈判伙伴“需要作出一项重
大的历史性选择”。如果达成一项
平衡的好协议，将会为应对共同
的重大挑战开辟新的视野。但他
同时表示，无法保证谈判取得成
功。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目前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谈判截止日
期已被延长至７月７日。各种渠道
传递的信息显示，经过多日密集
磋商，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在核
查和制裁两大主要议题上立场有
所接近。

据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和美
国两年一度的联合军演“护身军
刀”５日在澳大利亚举行，日本首
次派出４０名陆上自卫队队员参加
这场大约３万名军人参与的大型
军演。

澳大利亚方面介绍，今年的
演习包括海上作战、两栖登陆、特
种部队战略和城市作战等内容，
新西兰也首次派出５００名士兵，编
入澳军参与演习。日本的４０名自
卫队队员将编入美军参与军演，
项目包括登陆作战和射击。２０１３
年，日本陆上自卫队以观察员身
份参加了美澳军演。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近段时
间，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澳大利亚
总理托尼·阿博特的推动下日趋
紧密，参加联合军演是双方推进
防务合作的举措之一。

据新华社突尼斯７月４日电
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４日宣布国
家进入为期３０天的紧急状态，以
防控恐怖袭击风险，制止恐怖主
义在突尼斯进一步蔓延。

埃塞卜西在电视讲话中说，
突尼斯不断面临恐怖威胁，国家
实际上已“处于战争状态”，政府不
得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应对。

根据突尼斯法律，政府和军警
在紧急状态下被赋予更大的权力，
而公众集会等权利受到严格限制。
在宣布紧急状态之前，政府已增
派了大量军警驻守在各旅游点。

上月２６日，极端武装分子袭
击了突尼斯旅游城市苏塞一酒
店，造成海滩上３８人死亡，其中大
部分为英国游客。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随后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
事件。

这已经是突尼斯今年发生的
第二起针对游客和平民的恐怖袭
击。３月１８日，首都一家博物馆曾
发生武装袭击和劫持人质事件，
共造成２３人死亡。

７月４日是美国独立日、即
国庆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当天向美国总统贝拉克·
奥巴马致贺电，呼吁两国在“平等
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对话。

尽管美俄关系因乌克兰问
题而恶化，普京在贺电中表示，
俄美关系对化解全球性危机而
言依然重要。

克里姆林宫说：“在贺电

中，俄罗斯总统指出，尽管两国
关系存在困难，俄美关系依旧
是确保国际稳定和安全方面最
关键的因素之一。”

普京说，他相信“俄罗斯和
美国能够为大多数复杂的国际
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有效应对
全球威胁和挑战”。

为此，两国需要“本着平等
和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原则进

行对话”。
贺电没有提及美国等西方

国家因乌克兰问题而对俄罗斯
施加多轮制裁。路透社说，贺电
的措辞与普京去年给奥巴马的
国庆贺电相似。

奥巴马２００９年上任后一度
“重启”的俄美关系过去一年半
来陷入低谷，除了制裁与反制
裁、政治和军事施压，口水仗也

是家常便饭。
不过，两国在伊朗核问题

等国际事务中还是保持了合
作。普京还向奥巴马表示，愿意
讨论反恐合作，尤其是应对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普京已经
指示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
罗夫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
讨论联合反恐策略。

据新华国际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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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结果：

对政府投不信任票

此次公投前，希腊总理
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多次
呼吁民众投反对票。如果公
投结果显示同意国际债权人
救助方案的希腊民众占多
数，那就意味着本届希腊政
府的反对立场不被多数民众
接受。

希腊财长亚尼斯·瓦鲁
法基斯先前表示，如果公投
结果为“同意”，他将辞职；希
腊总理齐普拉斯迄今没有明
确表示自己会辞职。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
如果齐普拉斯政府因失去民
众的信任而解散，希腊政局
面临两个选项。其一，经各方
协商组建一个全国团结政
府，应对债务危机后续谈判。
不过，鉴于齐普拉斯领导的
激进左翼联盟党与其他反对
党分歧严重，组建全国团结
政府的可能性并不大。

其二，在无法组建全国
团结政府的情况下，希腊将
在本届政府解散３０天后提前
举行议会选举。位于德国首
都柏林的雅克·德洛尔研究
所主任亨里克·恩德莱因认
为，虽然希腊民众可能同意
接受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救助
方案，但如果再次举行议会
选举，他们可能仍支持反对
紧缩的激进左翼联盟党，“齐
普拉斯可能再次获胜”。鉴于
希腊银行业眼下已经因为缺
少流动性而实施资本管制，
政治上出现任何不确定性都
将极大增加希腊应对危机的
难度。

“即使是‘同意’的投票
结果，希腊前景也不会因此
彻底明朗化。”巴黎经济学院
学者阿涅丝·贝纳西—凯雷
说。

对于国际债权人而言，
欧洲中央银行近期一直在为
希腊银行业注入流动性，但
如果希腊无法及时偿还本月
２０日到期的３５亿欧元贷款，
将正式构成对欧洲央行的违
约，难以继续获得流动性注
入。

“形势紧急，但政治和经
济并未保持一致步伐。”克塞
菲研究所经济师奥利维耶·
帕塞说，即使希腊同意救助
方案，欧洲议会在程序上可
能还需几个星期才能最终批
准方案。因此，各方还需研究
出一个“技术解决办法”，以
确保希腊按时还债并维持金
融领域的流动性。

“反对”结果：

谈判前景更加复杂

不少分析师认为，如果
希腊民众选择对救助方案说

“不”，希腊危机可能由此陷
入更加未知的领域。

“如果出现了‘不’，形势
就更加复杂了，”帕塞说，“齐
普拉斯会更加强硬，希腊的
政治危机将加剧。”

齐普拉斯先前称，反对
救助方案将增加希腊在谈判

中的筹码，不但会让希腊留
在欧元区，还会使希腊取得
和其他成员国平等的地位。
对这一说法，欧盟委员会主
席让—克洛德·容克予以坚
决反驳，称公投结果为“不”
将导致希腊政府在未来谈判
中更趋弱势，而不是更强势。
他甚至称，对救助方案说

“ 不 ”将 意 味 对 欧 元 区 说
“不”。

一些分析师认为，公投
前的这种决裂态度可能意味
着欧洲央行难以继续为希腊
银行业注入流动性，进而迫
使后者破产。理论上，希腊政
府可以重新发行旧币德拉克
马来充实银行业资本，用于
支付公务员工资等，但这种
货币将因缺乏实体经济支撑
而很快贬值，推高通货膨胀
水平，让更多民众陷入贫困。

虽然欧元区眼下没有成

员国正式退出的明确机制，
但即使希腊没有宣布，上述
设想也等同于希腊退出欧元
区。

那么，欧盟会对希腊滑
入深渊坐视不理么？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分
析师维维安·佩尔蒂索认为，
考虑到希腊退出欧元区对欧
元的潜在经济和政治影响，
欧盟不大可能抛弃希腊。

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先
前称，不管投票结果如何，希
腊与国际债权人“不久”将达
成协议。欧盟官员尽管对这
种说法提出异议，但仍表示
有兴趣在救助方案遭公投

“否决”后与希腊方面对话。
毕竟，一旦希腊退出欧

元区，欧洲在前两轮救助中
为希腊提供的贷款将没有希
望挽回。希腊眼下对外拖欠
的３０００多亿欧元债务中，欧
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有约
８０％。还有一些分析师认为，
如果欧元区抛弃希腊，那么
擅长在危机中做空的国际资
本将虎视眈眈地瞄准欧元区
下一个脆弱目标。

据新华国际客户端

希腊民众５日走向投票站，对国际债权人早先提出的救助
方案进行表决。“同意”还是“反对”，选项虽然简单，却被外界视
作希腊人对国家命运和本届政府去留作出的抉择，甚至被视作
希腊人对是否留在欧元区的抉择。

公投初步结果拟于当晚（北京时间6日凌晨）宣布。公决投
票前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比例十分接近，结果
很难预料。

7月5日，在希腊雅典，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参加投票。 新华/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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