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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民众反对救助协议

总理坚称不会辞职

本报讯 对于希腊总理齐普拉
斯费尽心机与国际债权人达成的新
救助协议，希腊国内并不买账，相反
批评与抗议声浪高涨，不少希腊人对
结果感到屈辱。齐普拉斯所属的激进
左翼联盟内部也发生分裂，执政联盟
出现倒戈潮，目前至少有17名执政联
盟的议员表明将反对新救助协议，32

名激进左翼联盟议员声言“就算辞职
也不会投赞成票”。有分析称，希腊政
局接下来将持续动荡。

对此，希腊总理齐普拉斯14日晚
发表电视讲话，宣称他不赞成欧元区
领导人提出的苛刻救助协议，但为了
拯救濒临破产的国家，他只能同意执
行。同时，他还表示不会辞职。

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也面
临国内的责难之声，认为她不够强
硬，没有把希腊赶出欧元区。德国《图
片报》指责默克尔“完全凭借臆想行
事”，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和欧洲条约
的规则，因为大家都知道希腊永远还
不起救助贷款。 （宗禾）

马来西亚>>

“排华”暴力事件

内容不实系谣言

据新华社7月15日电 一些社交
网站近日出现传言，称马来西亚首都
吉隆坡最近发生针对华人的种族暴
力事件，警方处置不力，出现华人死
伤，这些网站上还附有血腥照片。目
前，马来西亚政府、王室成员、警方等
均已出面驳斥，称事件无关种族，呼
吁民众保持冷静，所谓针对华人的大
规模种族暴力事件并不存在。

警方说，11日，一名２０多岁的马来
西亚青年试图在吉隆坡一家手机专
卖店偷走一部手机，被店员发现。店
员和商场保安合力将这名青年和他
的一个朋友抓获，移交警方。但负责
此案的警员在未获得上司允许的情
况下释放了另外一人，获释的青年随
后谎称自己遭到华人店家欺骗，纠集
朋友，当晚到商店试图报复闹事，店
内部分商品和设备遭到破坏。

此后，这一事件被传到社交网站
上，很快衍生出各种版本和有关种族
议题的传言。有关这一事件的不实传
言１１日至１２日开始在网上流传，但没
有引起广泛关注，直至１２日晚至１３日
凌晨发生一定规模的骚乱。随后，马
来西亚政府、王室成员、警方等均出
面驳斥，称事件无关种族，呼吁民众
保持冷静。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敦促民众
不要盲从暴徒心理，应该保持冷静，
等待事实清晰。他说，这是一起简单
的犯罪行为，却被一些别有用心者从
种族角度看待。“一起案件演变成为
一起种族事件，这不应该发生。”

伊伊核核解解决决了了，，朝朝核核还还远远吗吗
美国国务院就伊核协议向朝鲜“示好”

朝核谈判有戏？未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
１４日说，伊核协议显示美国愿
意与双边关系面临“长期困
难”的国家接触。只要朝鲜对
无核化真心实意，美国准备好
与朝鲜谈判。俄罗斯能源和安
全研究中心主任赫洛普科夫
说，伊核问题协议的达成将为

“激活”解决朝核问题的努力
奠定良好基础。

不过，美国专家大多认为，
伊核协议对朝核问题不可能产
生大的影响，缘由是美国总统
奥巴马把解决伊核问题当做自
己任内一项主要政绩，却对解
决朝核问题没什么兴趣和精
力。鉴于伊核协议的落实可能
会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遇阻，
奥巴马政府接下来很可能会忙
于一场围绕伊核协议条款和执
行的国内政治辩论，着手联合
相关国家重启朝核问题六方会
谈的可能性依然很小。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理查德·布什认为，就核项
目进度而言，伊朗不像朝鲜走
得那么远。伊朗愿意通过对其
核项目施加重要限制，换取经
济利益，但朝鲜不愿意这么
做，“所以，伊朗的今天不会成
为朝鲜的明天”。

伊朗原油能出口？得等

伊核问题达成协议同时
也意味伊朗能源业或将重新
加入国际能源市场的角逐。实
际上，伊核协议达成的消息宣
布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并未
立即反应，１４日收于每桶５０美
元上方，相当于一年前价格的
一半。

行业分析师认为，伊朗原
油大举进入国际市场，仍需等
待一年时间甚至更久。德勤能
源问题研究中心执行理事安
德鲁·斯劳特说：“这不仅是重
新产油的问题，他们需要投资
和技术。”

另外，伊核协议规定，只
有在美国及其盟友确信伊朗
已经履行协议的情况下，才会
放松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确认
伊朗是否已经履行协议，同样
得耽搁数月。

欧亚企业抢伊朗商机

除政治层面的影响外，在
全球各大企业看来，伊朗核协
议达成意味着巨大商机。

在这场商业竞赛中，欧洲
和亚洲企业已率先领跑。路透
社报道，伊朗石油部官员和欧
洲石油公司高管透露，早在协
议达成前，伊朗就已着手接洽
欧洲石油巨头和亚洲国家的
老客户，比如英荷壳牌石油公
司、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希
望他们消化伊朗新增加的原
油出口。

看到欧洲和亚洲对手积
极筹备进军伊朗市场，不少美
国企业也想探寻伊朗核协议
蕴藏的商机，但却因政府限制

“输在起跑线上”。美国政府一
名高级官员１４日说：“从总体
来看，美国个人和银行目前仍
被禁止与伊朗公司有任何贸
易往来，包括投资在内。”美国
财政部一名官员也表示，外国
资产控制办公室将发布有关
发放许可证的详细规定，获得
许可证的子公司届时也将受
到严格限制。

美国华盛顿瑞生律师事
务所律师威廉·麦格隆表示，
美国政府短期内可能不会放
松对伊朗的制裁。即使本届政
府允许企业进军伊朗，如果共
和党候选人在２０１６年总统选
举中获胜，美国政府对伊朗的
制裁仍可能“卷土重来”。

美总统候选人吵翻天

说到美国总统选举，就不
得不提到各位总统候选人对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不同态
度。协议达成后，他们之间一
时争议四起，仿佛总统选战提
前上演。

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
议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表态力挺。她说，如果
当选总统，“我绝对会致力于
确 保 这 一 协 议 得 到 贯 彻 执
行”。

希拉里力挺伊核协议的
同时，共和党人则出言指责，
进行尖锐的抨击。共和党总统
竞选人、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
特·沃克认为这是美国外交史
上最大的败笔之一。他说，如
果他竞选成功，将会撕毁伊核
协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杰
布·布什也批评伊核协议是

“一项危险、有严重缺陷且短
视的协议”。

美国国会将在６０天内审
议这项协议并表决，众、参两
院眼下均由共和党掌控。奥巴
马表示，如果协议在国会遇到
阻挠，他将动用总统否决权。

综合新华社消息

葡萄牙>>

项目漏洞太多

“黄金签证”被冻结

据新华社7月15日电 葡萄牙官
员１４日证实，该国针对外国投资者的

“黄金签证”项目已被冻结。“黄金签
证”正式名称是“黄金居留许可计
划”，是葡萄牙陷入债务危机后于
２０１２年底推出的一项“招财”政策，通
过向欧盟以外的外国人发放权限更
大的签证，吸引外国人到葡萄牙进行
购买地产等投资。

根据该项目，外国投资者在葡萄
牙投资不少于１００万欧元，或创造至
少１０个工作岗位，或购买价值不少于
５０万欧元的房地产，即可获得“黄金
签证”。购房投资者５年后可对房产进
行自由买卖，同时满足居留天数要求
的申请人可获永久居留权。截至６月
底，葡萄牙共发放２４２０份“黄金签证”，
为此获得１４.６亿欧元投资额。获得签
证的外国投资者中，中国人、巴西人
和俄罗斯人分列前三位。然而，多名
葡萄牙官员去年１１月被曝在项目中
涉腐，时任内政部长马塞多因此宣布
辞职。葡萄牙移民官员１４日说，一项
新移民法本月１日生效，但未就“黄金
签证”项目给出替代方案，该项目也
自７月１日起暂停。

你你尽尽管管抗抗议议 我我照照样样强强推推
日本众院特别委员会不顾反对通过安保法案

据新华社东京７月１５日电 在反
对党议员的抗议声中，日本国会众议
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１５日通
过了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的安保
法案。众多反对党议员在会场打出

“反对强行表决”、“打倒安倍政治”、
“自民党真差劲”等标语，抗议执政党
无视民意强行表决“战争法案”。

安倍在总结性答辩中承认，安保
法案未能得到日本民众的“充分理
解”。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众议员辻元
清美指出，安倍政权无视多数民意反
对，执意强行通过违反宪法的安保法
案，这是对日本立宪主义、民主主义、
和平主义的破坏。

在特别委员会强行通过法案后，
自民党和公明党计划１６日在众议院
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行表决安保法案，
并在众议院通过后提交参议院审议。
由于执政党在参议院同样占据半数
以上议席，法案有望在本届国会９月
闭幕前成立生效。

安倍政府５月１５日向国会众议院
提交了包括１个新立法和１０个修正法
在内的安保相关法案。这一法案将允
许日本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遣自
卫队，并向美军等其他国家军队提供
军事支援，被称为“战争法案”。

日本绝大多数法律学者指出，在
不修改现行宪法条文的情况下解禁
集体自卫权、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行
动涉嫌违宪，自卫队卷入或参与战争
的风险将大大增加。多份民调显示，
近六成民众反对安保法案，八成民众
认为国会审议远未充分，对法案无法
理解。日本广播协会（ＮＨＫ）没有直播
最终辩论，激怒众多网民。一名网民
写道，执政联盟企图１５日和１６日连续
强行表决通过法案，而ＮＨＫ都不直
播，是“否认国民知情权的暴行”。

14日，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终于取得了历史性成果，
达成了全面解决伊核问题的协议。延续12年的伊核问题
解决，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与伊核问题有一定相似性
的朝核问题能否早日解决？伊朗未来的经济前景如何？甚
至美国国内对此次谈判所持的不同态度，都成为伊核谈
判后获得关注的焦点。

日日本本国国家家安安保保局局长长谷谷内内正正太太郎郎将将访访华华

据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５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１５日宣布，应国务委员杨洁
篪邀请，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
太郎将于１６日至１８日访华，其间双方将
举行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就中日关系
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正式成立于
2014年1月7日，机构规模为67人，下设“宏
观”、“战略”、“情报”、“同盟及友好国
家”、“中国和朝鲜”以及“中东等其他”六

大部门，将根据汇集的情报制定政策，提
交至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谷内正太郎是日本国安局首任局
长，他于1969年进入日本外务省，其间担
任过外务事务次官一职。2012年12月安
倍内阁成立后，谷内正太郎出任内阁官
房参与，并积极参与外交、安全保障政策
的研究。2015年7月6日，谷内正太郎出访
俄罗斯莫斯科，就俄罗斯总统普京年内
访日等事宜与俄方高官进行磋商。

相关链接

15日，日本在野党议员阻止国会众议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浜田
靖一（右二）对安保法案进行表决。 新华社发

14日，在伊朗德黑兰街头，民众欢呼庆祝。 新华/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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