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务卿克里接受俄罗斯立场：

巴巴沙沙尔尔去去留留由由叙叙人人民民决决定定吧吧
本报讯 美联社16日报

道，在结束叙利亚内战问题上，
美俄双方正慢慢抛开长期分
歧，美国国务卿克里日前在访
俄期间接受了俄方主张，即叙
总统巴沙尔的命运由叙利亚人
民来决定。“美国及其伙伴不寻
求所谓的（叙利亚）政权更迭。”
克里在与俄总统普京会面后对
外表示。他同时宣布，本周晚些
时候将在纽约召开有关叙利亚
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

西方一直以来指责巴沙尔
大规模侵犯人权和使用化学武
器，并要求其下台。不过，克里
称现在的焦点已非巴沙尔的去
留问题，而是促进叙利亚和平
进程，“让叙利亚人民决定叙利
亚的未来。”克里解释称，过去
数月里，美国对巴沙尔的政策
有所演变，原因在于“伊斯兰
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已成为优先问题。“没人应被迫
从独裁者和受恐怖分子困扰之
间做出选择。”克里说。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
夏天首次提出巴沙尔下台，此
后围绕“巴沙尔必须下台”与俄
罗斯方面展开了拉锯战。后来，
美国官员让步称巴沙尔在过渡
政府成立前无需下台。如今，巴

沙尔何时下台已充满变数。俄
罗斯坚持认为外国政府无权要
求巴沙尔下台，有关叙利亚领
导人的问题需由叙利亚人协商
解决。9月底，俄罗斯开始在叙
利亚空袭“伊斯兰国”恐怖分
子，西方认为这意在支持巴沙
尔政府。

15日早些时候，普京指出
了俄美间存在的几个突出问
题，除了巴沙尔去留问题外，还
包括叙利亚反对派是否可参与
到过渡政府中，以及哪些团体
应被视为恐怖组织。目前，约旦
正确定恐怖组织和合法反对派
武装的名单。叙反对派代表希
望本周定下与巴沙尔政府谈判
的团队。美俄及其他国家希望
谈判于明年初开始。

此外，美俄围绕乌克兰问
题的协商也有了新进展。克里
称，我们不寻求将孤立俄罗斯
作为一项政策，他表示，俄罗斯
若能越早履行明斯克停火协
议，撤出俄罗斯军队和装备并
释放所有囚犯，美国就能越快
取消对俄制裁。克里称，美俄合
作会让世界变得更好，并称奥
巴马和普京当前的合作是“成
熟的标志”。

据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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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结束对伊朗核计划调查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理事会１５日通过决议，结束对
伊朗过去可疑核计划长达12年
的调查，各方将重点转移到执
行７月达成的伊核问题全面协
议。此举具有里程碑意义，不再
纠缠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意
味着解决伊核问题自此翻开新
的一页。

不纠缠伊朗的过往

IAEA的决定表明，国际
社会已认同伊朗澄清了其过去
核计划中涉及核武器开发的可
疑活动。今年１２月初，IAEA经
过全面评估，最终认定伊朗曾
于2003年以前开展过研发核武
器的相关活动，部分活动在
2003年后仍持续了一段时间，
但均停留在科研阶段。

IAEA总干事天野之弥
说，报告不是“非黑即白”，不能
完全重现伊朗过去进行过的相
关核活动。实际上，IAEA对伊
朗进行的调查受到不少限制，
如IAEA试图调查可能开展过
核武器科研实验的伊朗帕尔钦
军事基地，由于该基地进行过
大规模改造，导致国际核查人
员进入后难以开展调查。

尽管如此，过去一向指责
伊朗的西方国家这次并未在这
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仅要求尽
快召开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的
该项调查。可以看出，包括西方
国家在内的各方都把眼光放在
将来，而不是纠缠于伊朗的“历
史问题”。

伊朗外交的新突破

IAEA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发布的
报告说，伊朗核计划中有１２项
问题可能与秘密研发核武器有
关。这些问题被统称为伊核计
划“可能的军事层面问题”，但
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２０１５
年７月，在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
签署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同
时，IAEA与伊朗签署协议，就
澄清伊核计划中“可能的军事
层面问题”等未决问题制定了

“路线图”。而今，各方积极推动
结束对伊朗过去问题的审查，
使得伊朗的处境大不相同，似
乎预示着伊朗政府在外交上将
实现新突破。

就在决议通过当天，伊朗
外长扎里夫表示，这个所谓的
伊核计划中“可能的军事层面
问题”已经成为历史。此外，
IAEA还指出，一旦证实伊朗
履行了其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生效期内的相关承诺，而且全
面协议执行日到来时，IAEA
理事会２００３年以来通过的有关
伊核计划的１２项决议以及限制
与伊朗开展技术合作的规定将
全部取消。

解除制裁指日可待

伊朗驻IAEA代表纳杰菲
表示，伊朗可以在近两至三周
内兑现自己的承诺执行伊核问
题全面协议。天野之弥则表示，
IAEA可在伊朗执行完毕后的
几周内完成核实工作，目前伊
朗已移除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
机，接下来还有数千台需要移
除。

有分析认为，如果一切顺
利，全面协议将于２０１６年１月中
旬正式开始执行。届时，关系到
伊朗经济命脉的原油禁运等制
裁将基本被解除，伊朗对此盼
望已久。

伊朗原油储量仅次于沙
特 ，排 在 石 油 输 出 国 组 织

（OPEC）成员国第二位。由于
经济高度依赖原油出口，伊朗
自２０１０年下半年遭到原油禁运
以来，蒙受了巨大损失，ＧＤＰ
连年下滑，货币出现大幅贬值，
可以说，伊朗对于增加原油出
口已迫不及待。

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曾表
示，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一旦
解除，伊朗能靠自身力量在没
有外资投入的情况下，立即将
原油日产量翻一倍，增加到１００
万桶的水平。今后在外资的帮
助下，其原油产量还有很大增
长的空间。

据新华社

俄罗斯为对抗制裁

首发国家支付卡

洛杉矶900余所学校

因“诈弹”威胁关闭

据新华社12月16日电 美国加
州洛杉矶市多所学校１４日晚收到炸
弹袭击威胁，导致市内900多所公立
学校15日紧急关闭。不过，初步调查
结果显示，这只是一场意在扰乱学区
正常秩序、制造恐慌气氛的恶作剧。

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议员舍曼说，
洛杉矶联合学区多名董事会成员１４
日晚收到包含炸弹威胁内容的电子
邮件。写信人自称“极端分子”，扬言
１５日与其他３２名同伙使用炸弹、神经
毒气和步枪袭击洛杉矶的公立学校。
洛杉矶联合学区是美国第二大学区，
下辖９００多所公立学校和近６５万名学
生。面对威胁，学区管理层决定１５日
紧急关闭所有公立学校，协同警方逐
一在学校展开安全搜查。

洛杉矶联合学区警方目前正在
对辖区内的学校逐一展开搜查。截至
美国太平洋时间１５日１４时（北京时间
１６日６时），近５００所学校已搜查完毕，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美国国会众
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籍议员希夫
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警方仍在追查
邮件来源和写信人身份，但初步调查
显示，这是一场恶作剧，“意在扰乱大
城市学区的正常秩序”。

据新华社12月16日电 俄罗斯
七家银行１５日开始试点发行首张国
家支付卡，以满足因西方制裁而无法
使用维萨（Visa）信用卡和万事达卡

（Mastercard）的俄罗斯消费者的需
求。法新社报道，共有３５家俄银行参
与到国家支付卡系统项目，其中俄罗
斯天然气工业银行、俄罗斯银行等被
西方国家列入制裁名单的银行率先
试点发行这种支付卡。这种卡为蓝绿
色，名称可被译作“和平”卡或“世界”
卡。俄罗斯央行去年７月设立的机构

“国家支付卡系统”在声明中说，国家
支付卡的发行标志着“俄罗斯在确保
国家金融主权方面进入了最重要阶
段”。“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俄
罗斯银行主席说，“这确保了俄罗斯
支付卡的自主性和安全性，使其得以
免受外部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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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一家度个假

坐总统专机如同打的

据新华社12月16日电 随着圣诞
假期临近，美国监督团体“司法观察”
开始把目光投向总统奥巴马一家的
出行动向。该团体负责人菲顿说，“第
一家庭”１８日将连续第八年前往夏威
夷欢度约两周的圣诞假期，高达数百
万美元的度假费用令人咋舌。菲顿调
侃，奥巴马一家乘“空军一号”出行就
如同坐“优步”出租车一样“随心”。

英国《每日邮报》１５日报道，奥巴
马一家将入住夏威夷瓦胡岛凯卢阿
地区的独栋别墅，其间会外出远足、
打高尔夫球并与朋友外出聚餐。虽然
别墅租金等部分度假费用将由“第一
家庭”自掏腰包，但飞行和安保等费
用仍需花美国纳税人的钱。报道说，

“空军一号”每小时的飞行费用高达
２０.６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其他提供支
持的军用飞机和直升机的开销。此
外，度假期间，美国特工处将派多名
特工随行，光这些人每天的食宿就要
花费数千美元。

另外，由于总统到访，夏威夷警
察难免要加班加点确保安全，当地紧
急救援部门还将专门派出一辆救护
车与“第一家庭”随行，算上这些加班
费和救护车运营费用，奥巴马一家此
次的度假花费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

伊朗近期两次试射弹道导弹

多家西方媒体１５日披露，联合国一个专家小组已认定伊朗
于今年１０月试射一枚中程导弹的行为违反了安理会相关决议，
可能招致制裁。自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７月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
议以来，伊朗先后在１０月和１１月两次进行弹道导弹试射。

路透社报道，安理会下属“伊朗问题专家小组”分析和评估
了伊朗１０月１０日测试导弹的行为，并于上周向安理会提交了机
密报告。专家小组认为，“伊朗发射‘支柱’导弹违反了安理会第
１９２９号决议”。这一决议在７月达成的伊核协议生效前一直有效。

安理会７月通过的一项决议还规定，一旦伊核协议生效，伊
朗仍将被要求在八年内不得进行任何旨在发射核武器的弹道导
弹活动。按专家小组的认定标准，所谓“能发射核武器的弹道导
弹”是指射程超过３００公里、有效荷载超过５００千克的导弹。“根据
专家小组的评估，‘支柱’导弹射程不小于１０００公里，有效载荷至
少１０００千克，而且‘支柱’发射‘使用了弹道导弹技术’。”报告称。

此外，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在１０月试射后，伊朗１１月２１
日再次测试弹道导弹，射程大约１９３０公里。但截至目前，联合国尚
未确定这次试射是否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

伊朗１０月试射导弹后，美国表态称这与伊核协议是两码事，
但会继续保持对伊施压。言下之意，不希望伊核协议受到波及。
但有媒体认为，如果联合国因伊朗试射导弹施加更多制裁，可能
影响伊核协议的实施，因为伊朗曾直言，任何新制裁都会危及伊
核协议。而如果美方不实施制裁，可能会被外界视为软弱。

针对伊朗为何频射导弹，美联社认为，伊朗国内强硬派对于
伊核协议一直持反对态度，或希望借此引发美伊之间的紧张局
面升级，最终破坏协议的落实。同样，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对伊核
协议的国会共和党议员也拿伊朗试射导弹说事，要求对伊朗采
取单方面行动，实施更多制裁。观察人士认为，随着伊核协议的
实施进入关键时期，各方势力的博弈和角力势必更加激烈，变数
依然存在。 据新华社

延伸阅读

15日，在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
会谈时握手。 新华/美联

15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在奥地利维也纳
举行记者会。 新华/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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