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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韩梁 闫亮 田
栋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日说，除非俄罗斯恢
复全面履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将在60天后
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俄罗斯方面则回应说，俄
方一直坚定履约，美方对此很清楚。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抛出“最后通牒”并不
意外，俄方也可能已有心理准备和应对预案。

“后中导时代”一旦来临，不仅将扰动欧洲安全
格局，更将危及国际军备控制和战略稳定。

【新闻事实】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日在布鲁塞尔说，除非
俄罗斯恢复全面履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将
在60天后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

蓬佩奥当天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期间
表示，俄罗斯违反了《中导条约》，除非俄重新

“完全、可验证地”履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
将自 12 月 4 日起 60 天后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
在这60天里，美国不会生产、试验或部署条约
所禁止的导弹。

蓬佩奥说，俄方研制的 SSC-8 （俄方称
9M729）型陆基巡航导弹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造成威胁，美国没有必要继续遵守一项限制其自
身应对俄违约行为能力的条约。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4日说，北约成员
国一致认为俄方研制SSC-8型陆基巡航导弹违反
了《中导条约》。

针对美方4日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一直坚定不移地履行

《中导条约》，“这点美方一直很清楚”。

【深度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
说，美方抛出“最后通牒”并不令人意外。美
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特朗普政府就曾威胁退出

《中导条约》，只是当时未拿出明确时间表。只
不过，此次“放话”可能意味着退约程序的启
动。

刁大明认为，退约是特朗普政府的长期战略
考虑，并非短期战术策略。从国内政治层面看，
退约符合特朗普背后共和党保守派和军工利益集
团的长期诉求和一贯主张。退约带来的“自我松
绑”，有助保持美国军事实力的绝对领先。

同时，因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丢掉国会众议
院，此时再打“退约牌”，也有稳固已明显松动
的基本盘之意，并给可能再次举行的美俄领导人
会晤增加要价筹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陈宇说，美俄先前各执一词，多次指责对
方违反 《中导条约》，今后也不太可能妥协退
让。美方这次“最后通牒”是为正式退约找借
口，俄方早有预判和准备，也并未“奢望”条约
续存。《中导条约》本已“千疮百孔”，美俄如今
又缺乏重谈意愿，增添了条约被废弃的可能。

然而，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一旦退约，可能
在欧洲重新生产和部署中短程导弹，俄罗斯也可
能采取反制措施。欧洲如果遭受较大安全冲击，
可能更加依赖美国和北约“保护伞”，或转而加
强自身军备建设。无论哪种选择，都可能引发军
备竞赛，打破全球军事平衡和战略稳定。

【即时评论】

冷战时代，深陷安全困境的美苏出于各自现
实考虑，削减战略武器，实现“休兵”，令美俄
博弈主战场之一的欧洲得以维持安全稳定。

但时过境迁，美国怀有“绝对安全”执
念，固守“美国优先”信条，欲凭一己意愿重
塑全球安全格局。然而当今世界，安全问题敏
感重大，各国利益交织，大家“商量着办”，才
是正途。

一旦“后中导时代”来临，牵动的不仅是美
俄两国。军备竞赛升级，战略平衡被打破，全球
将面对更大系统性安全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
强调“共同责任”比固守单边主义更有价值，也
更有意义。

【背景链接】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0日以俄罗斯长期违
反条约及条约限制美方研发新武器为由，宣布美
国将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4
日表示，如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将
立即作出针对性回应。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
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于1987年12月8日由美
苏两国领导人签署。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
产或试验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
导弹和弹道导弹。

美国为中导条约下最后通牒
据新华社电 卡塔尔通讯社4日说，卡

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本·哈马
德·阿勒萨尼已收到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
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书面邀请，邀他
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
会）年度峰会。

卡塔尔通讯社说，海合会秘书长与卡
塔尔外交国务大臣会晤时转交了邀请信。

卡塔尔政府没有说明塔米姆是否将
出席峰会。今年的海合会峰会9日将在沙

特首都利雅得开幕。
法新社推断，沙特国王邀请卡塔尔埃

米尔前往利雅得意义重大，因为沙特主导
的与卡塔尔断交风波已持续一年半，至今
没有平息。

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埃
及2017年6月5日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
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宣布与卡塔尔断
交，对卡塔尔实施禁运和封锁。

据路透社分析，卡塔尔至今没有宣布

将派何种级别官员出席本应由领导人参
加的海合会峰会，本届峰会恐难实现外交
突破。

沙特和阿联酋多次强调，平息断交风
波不在各自优先考虑范围内；卡塔尔外交
大臣上月说，看不到关系解冻迹象。

路透社注意到，沙特国王发出邀请前
一天，卡塔尔宣布自明年起退出石油输出
国组织（欧佩克）。沙特作为世界头号原
油出口国，掌握欧佩克的主导权。

沙特国王邀卡塔尔埃米尔出席海合会峰会

多名业内知情人士4日披露，石油输
出国组织、即“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
正在讨论一项减产协议，但俄罗斯对大幅
减产“有意见”，成为协议的“绊脚石”。

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
产油国11月底商定，本月6日在奥地利首
都维也纳召开欧佩克内部会议，商讨对
策。3名欧佩克人士和1名来自非欧佩克
产油国的消息人士4日告诉路透社记者，
11月底会商气氛“艰难”，俄罗斯立场“强
硬”，能否达成协议将取决于俄罗斯。其
中一名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正为减
产下大力气，但如果俄罗斯不答应，欧佩
克不会削减原油产量。”

阿联酋能源部长苏海勒·马兹鲁伊4
日呼吁非欧佩克产油国与欧佩克联手减
产。他说，国际原油市场需要调整供求关
系，所有产油国必须参与。

受多重因素影响，国际油价近期大幅

下跌。欧佩克“领头羊”沙特呼吁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产油国联手减产，抬升油价。
知情人士说，沙特等国提议，以今年10月
的产油量为基准，产油国“无一例外”按比
例减产3%至3.5%。

欧佩克数据显示，今年10月，欧佩克
原油日均产量接近 3300 万桶，非欧佩克
产油国日均产量超过1800万桶。俄罗斯
消息人士披露，俄罗斯同意把日产量减少
14万桶，但欧佩克要求俄罗斯将日产量减
少25万至30万桶。

一名非欧佩克产油国消息人士说，沙
特正与俄罗斯就减产幅度和机制作“最后
讨论”，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达成协议。

一名知情人士说，即便欧佩克内部本
周达不成一致，“他们可以明年2月开会时
再作决定。那时候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愿意
配合的国家将会希望减产”，因为如果不减
产，油价可能进一步下跌。新华社特稿

韩国外交人士披露，美国中央
情报局官员安德鲁·金本周早些时
候在板门店与朝鲜官员秘密会晤，
讨论美朝高级别会晤新日期。

安德鲁·金是美国国务卿迈
克·蓬佩奥的亲信。按照韩国媒体
的说法，他在美朝幕后接触中扮演
关键角色。

【【催对话催对话】】

韩国《中央日报》《朝鲜日报》
等媒体5 日报道，作为中情局朝鲜
任务中心主任，安德鲁·金2日秘密
抵达韩国，3 日晚在板门店朝方一
侧的统一阁与三四名朝方官员会
面大约两个小时，4 日下午返回美
国。美方事后向韩国政府通报这
次密会。

多名韩方消息人士推断，双方
可能就第二次美朝首脑会晤和为
前者铺路的高级别会晤讨论时间、
地点、议题等事宜；关于朝方废弃
宁边核设施、申报和允许核查核设
施、美方作出相应安全保证的方案
可能也在议题之列。

韩国媒体报道，安德鲁·金向
朝方传递美国政府敦促对话的信
息。他告诉朝方，如果拟明年年初
举行第二次首脑会晤，就应尽快举
行高级别会晤。只是，双方没能就
高级别会晤的日期达成一致。

【【发信号发信号】】

在一些分析师看来，尽管板门
店密会没有达成具体协议，朝方在
韩美首脑会晤发出积极信息后与
美方接触，是有意继续对话的信
号。

《中央日报》 援引分析报道，
板门店密会是美方想了解朝方想
法。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1月
30 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
斯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
间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托后者
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传话：他
对金正恩印象非常好；如果朝方落
实无核化举措，他会满足朝方愿
望。特朗普次日说，希望明年1 月
或2月与金正恩再次见面。

特朗普和金正恩 6 月 12 日在
新加坡首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
明。朝方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完
全无核化，美方承诺对朝方作出安
全保证。只是，朝美无核化谈判眼
下暂时陷入停滞。美国要求朝方
先弃核，朝方要求美方先放松制
裁。

美朝原定 11 月 8 日在纽约举
行高级会晤，由蓬佩奥和朝鲜劳动
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
线部部长金英哲领衔，朝方临时以
日程繁忙为由推迟。双方随后没
能确定新的会晤日期。

新华社特稿

蓬佩奥亲信出马

板门店美朝密会

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金融中心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随着金融机构在英国
脱离欧洲联盟前把业务运营转移至其他
金融中心，伦敦预计将在明年3月前失去
至多8000亿欧元（约合9060亿美元）资产。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
4 日报道，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金融中心得
出上述结论，依据是已确认30家金融机构
向欧洲中央银行申请，把总部迁往德国法
兰克福。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金融中心说，这一
数字到明年3月将更多并在英国“脱欧”后
持续增加。

英国2016年就“脱欧”举行全民公投，
2017年3月29日启动“脱欧”进程，定于明
年3月29日正式“脱欧”。

这份报告写道，“脱欧”引发的不确定
性将迫使银行有选择地或整体地把业务

迁出英国。
英国“脱欧”协议的命运仍存变数。

英国议会下院从4日开始辩论这份文件，
定于11日投票表决。

议会下院4日通过一项决议，指责政
府藐视议会，要求政府立刻公布“脱欧”协
议的全部法律建议。这是英国历史上首
次出现议会判定政府藐视议会。下院随
后表决赋予议会权力，一旦首相特雷莎·
梅的英国“脱欧”协议被议会否决，议会将
有权投票决定其他选择。

多家大型金融机构说，将在英国正式
“脱欧”前把就业岗位迁出伦敦。美因河
畔法兰克福金融中心认为，多达1万个就
业岗位将在“脱欧”前迁至法兰克福。这
一机构同时预测，就业岗位从伦敦迁至法
兰克福将持续至2024年。

新华社特稿

12月4日，在英国伦敦，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后）离开首相府，前往议会。英国议
会下院4日通过一项决议，指责政府藐视议会，要求政府立刻公布“脱欧”协议的全部
法律建议。 新华社发（史蒂芬·程摄）

伦敦将因“脱欧”损9000亿美元

欧佩克想减产 俄罗斯有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