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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伊核谈判

5 月 17 日，在叙利亚首
都大马士革，叙利亚总统候
选人诺里的竞选海报伫立
在马扎大街上。
叙利亚七年一度的总
统大选将于 6 月 3 日举行。
这次在叙动荡之际举行的
总统大选，或将是一个特殊
的历史节点。候选人之一
哈桑·诺里 17 日接受新华
社专访时说，他参加竞选是
因 为“ 叙 利 亚 需 要 新 鲜 血
液”
。
新华社记者 张迺杰 摄

拟于 6 月在维也纳举行

伊核谈判
“摸着石头过河”
□新华社记者 王腾飞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举行
的第四轮谈判 16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
也纳结束。由于伊朗与西方在关键
问题上分歧明显，最终协议文本的起
草工作未取得进展。
分析人士认为，最终协议文本起
草工作的启动标志着伊核谈判步入
更加实质化的“深水区”，必然会涉及
很多敏感复杂的问题，谈判各方都只
能“摸着石头过河”
。

谈判无进展

在为期 3 天的第四轮谈判中，伊
朗与六国就伊核问题最终协议文本
的草拟工作进行了磋商。在此期间，
不仅有伊朗与六国的多边谈判，也有
双边谈判以及专家谈判，但最终由于
伊朗与西方分歧明显，谈判未取得进
展。
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
里夫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阿什顿也取消了按惯例应当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让人感觉谈判前景难
测。
伊朗核谈代表阿巴斯·阿拉格希
对媒体记者说，虽然谈判没有取得进
展，但这不代表外交努力失败，各方
需要时间缩小分歧，今后谈判还将

“再接再厉”
。
此轮谈判未取得明显进展并不
意外。在谈判开始前，一名不愿公开
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就对媒体表示，
西方与伊朗分歧明显，谈判将会十分
困难。伊朗外长扎里夫也同意此观
点。谈判期间，另一名接近谈判的官
员也对媒体表示，谈判进展得十分缓
慢、困难。

其核计划是为了发电、医疗等民用目
的，西方则关注其用于军事用途的可
能性。
此外，伊朗官方希望继续扩大铀
浓缩产能，将新型离心机增至 5 万
台，而其目前仅有包括老式离心机在
内的约 1.9 万台离心机。这是西方无
法接受的。

诉求各不同

参加谈判的中国外交部军控司
司长王群说，伊核谈判目前已经进入
了最终协议文本的起草阶段，这也表
明谈判进入“深水区”，但“水的深浅”
尚难预知，因此大家都只能“摸着石
头过河”。王群认为，由于谈判涉及
很多敏感复杂问题，不能指望整个过
程一帆风顺。
分析人士指出，最终协议文本起
草难度大、分歧多，就连在哪些内容
应被纳入协议这一基础性问题上，伊
朗与西方都存在很大分歧。例如，伊
朗一直拒绝将可作为核武器投放工
具的洲际弹道导弹列入讨论范围，而
西方则坚持要伊朗解决所有与发展
核武器有关的问题。
此外，谈判各方均认为，需在全
部议题上达成一致后才能形成最终
文本，而各问题又相互关联，这也给
谈判增加了难度。

虽然伊朗与西方达成协议的政
治意愿很强烈，但双方在谈判桌上的
关注点和诉求却各有不同，这给谈判
增加了很多变数。
伊朗所关心的是减轻西方对其
的经济制裁，同时坚决保卫自身和平
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最高领袖哈
梅内伊多次表示，伊朗在保护其核权
利方面不会向西方
“低头”。
而另一方面，西方关心的是如何
确保伊朗不秘密发展核武器，要求伊
朗大幅缩减其核计划中可能涉及军
事目的的项目，增加核计划透明性，
以确保其和平性质。西方认为只有
不断施加经济、政治压力，伊朗才有
可能认真对待谈判。
谈判难点在于，包括铀浓缩、阿
拉克重水反应堆等很多伊核计划项
目都具有军民两用性质。伊朗强调

进入“深水区”

时报综合消息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
社报道，伊朗核谈判代表、副外长阿巴斯·阿拉
格齐 17 日称，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下一轮谈判
预计于 6 月 16 日至 20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举行。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外交部官员表
示，在 6 月新一轮伊核谈判之前，谈判双方将举
行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议，这是为了在两轮谈判
之间沟通和解决部分问题。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第四轮谈判 16 日在
维也纳结束。分析指出，由于伊朗与西方国家
之间的分歧明显，起草全面核协议的文本工作
未能取得明显进展。

乌东部治安混乱

选民恐难正常投票

时报综合消息 据外媒 18 日报道，乌克兰 5
月 25 日将开启总统选举。乌国选举委员会警
告，如果政府无法维持东部叛乱地区的治安，当
地 200 万人恐怕无法在选举中行使投票权。
据报道，近日，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
甘斯克州的民间武装组织占据了当地政府大
楼，并宣布两州“脱离”乌克兰，成为“独立共和
国”
。
乌克兰中央选委昨天发表声明说：
“按我们
现有的情报，基于一些人的非法行为，我们无法
为投票进行筹备工作。
”
乌选委会指出，两州发生了地方选举官受
到“威胁和压力”的事件，其部分办事处的人员
“无法得到安全保障”。选委会批评地方军警没
有积极维护治安，并呼吁临时政府采取行动，确
保选举日当天，
投票站的保安不受影响。
根据选委会的数据，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
克州共有近 200 万注册选民，全国合格选民则
有 3600 万人。本周一项民调显示，乌东仅三分
之一的选民准备在总统选举日当天投票。
上周日，这两州一些组织举行公投，约九成
投票者支持“脱乌自治”，不过该结果未获得乌
克兰过渡政府和欧美的承认。西方国家认为，
乌克兰通过总统选举成立合法政府，才能化解
当前的政治危机。

马里局势恶化

朝鲜谴责日本寻求解禁集体自卫权

30 名公职人员遭劫持

日本企图改变宪法解释，目的就在
于不受任何制约，参加海外侵略战
争。
评论说，日本完全摘掉战后标
榜的“和平国家”假面，暴露出战争
国家、图谋征服世界的好战支配主
义势力的真面目。日本利用国际
局势变化，以各种名义推进自卫队
走向海外的准备，把海外军事作战
定为“自卫队”的基本任务之一。
评论说，日本积极附和美国敌
朝政策和亚太战略，妄图从中渔
利，但是这等于选择飞蛾投火的自
取毁灭之路。当今的朝鲜不是昔
日的朝鲜。朝鲜半岛“有事时”对
日本绝无好处可言。
16 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

新华社达喀尔 5 月 18 日电（记者 王猛）里
北部基达尔大区政府官员 18 日向新华社记者
证实，大区政府 17 日遭到马里北部图阿雷格武
装主要力量“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围攻，30
名政府工作人员遭绑架。
据悉，围攻事件发生在当天下午马里总理
穆萨·马拉与大区政府官员举行会见离开之
后。除了人质遭绑架，还有部分工作人员在事
件中受伤。
马拉 17 日下午抵达马里北部城市基达尔
进行访问，这也是他今年 4 月担任总理以来首
次访问马里北部。马拉访问基达尔的消息一
经宣布即引发“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的抵
制。17 日上午，该组织武装人员与马里军方交
火，
导致一名马里士兵死亡，
多人受伤。
联合国近期关于马里局势的报告指出，马
里北部的总体安全局势恶化，原因是恐怖组织
的活动日益增加。

新华社平壤 5 月 18 日电（记
者 张利）朝中社日前发表评论，谴
责日本政府寻求解禁集体自卫权
以及将朝鲜半岛列入“有事时”行
使集体自卫权对象，称日本企图改
变宪法解释，
参加海外侵略战争。
评论说，日本相关文件将朝鲜
半岛“有事时”写入行使集体自卫
权的情况，日本所说的集体自卫
权，指的就是即便日本并未遭到攻
击，但是也可以盟国可能遭到攻击
为由，对别国发动先发制人攻击。
评论说，根据战后国际秩序和
现行法律，日本不能行使集体自卫
权。但是他们试图排除制约海外
军事活动的障碍，以在朝鲜半岛打
开合法海外军事活动大门。眼下

报《劳动新闻》刊文指出，美国总统
奥巴马不久前访问日本时公然支
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对担
心日本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复活的
世界舆论的露骨挑衅。日本企图
在亚洲掌握军事霸权，令地区上空
笼罩着新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
阴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私设政
策咨询小组“安全保障法制基础再
构筑恳谈会”5 月 15 日向安倍提交
包含建议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
自卫权内容的报告书。安倍随后
宣布，将根据这份报告书着手解禁
集体自卫权。安倍这一决定招致
日本各界和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和
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