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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刘晨 刘品然）
伊朗总统鲁哈尼8日表示，伊朗已经向伊核问题
全面协议其他签字方递交了关于伊朗对美国单
方面退出协议反制措施的信函。伊朗将暂停履
行伊核协议规定的部分承诺，但不会完全退出协
议。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一
周年之际，伊朗此举意在反制美方对其采取的一
系列“极限施压”措施，双方博弈进一步加剧。美
伊对抗不仅给伊核协议前景造成冲击，也给中东
地区安全局势蒙上阴影。

美伊对抗后果严重美伊对抗后果严重

鲁哈尼表示，伊朗自8日起将暂停履行伊核
协议中的一些条款，不再对外出售浓缩铀和重
水。同时，伊朗还将给予伊核协议其他签字方60
天时间，以履行所有保障伊朗利益的承诺，包括
银行和石油领域的条款。如果其他签字方无法
在60天内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伊朗将采取进
一步行动。

鲁哈尼说，伊朗已向法国、英国、德国、俄罗
斯和中国致函通报了上述决定。此外，伊朗还向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通报了
详细情况。

伊朗外长扎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会退出伊
核协议，但会暂停履行一些条款。他说，欧盟和
国际社会未能抵抗美国压力令人遗憾。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贾巴罗夫警告，如果美国不在伊朗暂停履行伊核
协议部分条款之后着手与伊朗进行谈判，后果会
非常严重，甚至会有军事方面的后果。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中东安全问题专
家伊兰·戈尔登贝格表示，目前有关各方在伊朗
问题上确实已进入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单边制裁等“极限施
压”行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美伊对抗进一
步加剧，伊核协议前景堪忧。如果伊朗始终看不
到履行伊核协议的好处并最终决定完全退出伊
核协议，中东地区爆发冲突的风险将显著上升。

法国外交部之前警告，如果伊朗重启核计
划，欧盟可能会对其实施制裁。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
对此认为，美国能够制裁伊朗的手段基本都用上
了，实质性制裁措施很难再有，不排除美国会说
服欧盟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的对伊制裁决议。

伊朗还能打什么牌伊朗还能打什么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日突访伊拉克，要求伊

拉克政府应对伊朗的“威胁”，确保美国在伊拉克
的利益。

分析人士指出，蓬佩奥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核
协议一周年的敏感节点突访伊拉克，旨在从外交
层面在中东地区进一步孤立伊朗。此外，美方也
希望借此向伊朗释放信号，表明其不会在与后者
的对抗中做出妥协。

美国自去年5月8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恢
复对伊朗制裁以来，在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领
域不断向伊朗施压，导致美伊关系日趋紧张。

美国近期更是加大了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包
括经济上不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
油的制裁豁免，军事上将航母打击群部署至海湾
地区，外交上力挺以色列、沙特等反伊朗的国家，
并试图中立伊朗的潜在盟友。美国采用组合拳，
调动一切资源全方位遏制伊朗，意在使伊朗政府
陷入经济崩溃、外交孤立、军事受压的被动局面，
并企图以压促变。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一直
奉行“抵抗经济”政策，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
济和国防产业，克服了种种内外部困难，抗压能
力较强；美国对伊朗的围堵、施压和遏制，难以实
现改变伊朗内政与外交的目的，反而可能使伊朗
国内凝聚力更强。

伊朗在外交上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发展和周
边国家的合作关系。从短期来看，美伊博弈呈

“美攻伊守”的态势，但是伊朗的外交努力至少部
分摆脱了受遏制与孤立的局面；从长远来看，伊
朗反制美国的手段较多，双方之间的政治博弈将
呈现“常态化”趋势。

孙德刚认为，在反制美国方面，伊朗下一步
还可能采取以下措施：加强中短程弹道导弹部
署，对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力量形成反制，增加美
国军事打击伊朗的成本；支持地区反美、反以力
量的发展，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也门等热点地区
与美国及其盟友形成战略对冲。

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7日
推出一种软件，以期帮助各国发现并阻碍恐怖分
子跨境流窜。

反恐办公室当天发布“打击恐怖分子出行项
目”，借助名为“goTravel”的软件，帮助联合国会
员国、尤其是缺乏追踪恐怖嫌疑人技术手段的国
家增强侦查能力，迅速收集、筛选乘客信息并识
别威胁，与相关国家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等机构
共享。

“我们两年前估计，110多个国家的4万多名
外籍武装人员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恐怖组
织。”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随着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伊两国失势，那些武装
人员试图回国，或者寻求落脚他处，继而构成“重
大跨国威胁”。

“不少人训练有素，今后可能发起恐怖袭
击。其他人希望招募新成员，”古特雷斯说，

“国际社会当务之急是在这些恐怖分子和其他
高风险犯罪分子发动袭击前予以发现和阻
止。”

一名联合国官员告诉德新社记者，国际社会
的反恐软肋是信息共享鸿沟。各个国家如果打
算单独设立信息共享项目，需耗费 1000 万至
1500万美元。荷兰为“打击恐怖分子出行项目”
提供捐助，联合国会员国可以免费使用“goTrav-
el”软件。

伊拉克和斯里兰卡是最先注册这一软件的
国家。

俄罗斯向欧洲多国输送原油的“友谊”管
道遭污染，截至7日持续关闭近两周。俄罗斯
能源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说，俄方逮捕4名
涉案人员。“友谊”管道原油从俄罗斯乌斯季卢
加港外运，经由白俄罗斯输往欧洲多国，包括
德国、波兰、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
利。俄罗斯先前确认，发现石油商把混有高浓
度有机氯化物的原油输入“友谊”管道，污染大
量原油。

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7日说，俄方调查
确认多家企业牵涉非法操作，向“友谊”输油管
道输入含有过量有机氯化物的不合规原油。
俄方已经刑事立案，羁押4人。

“（俄方）持续向乌斯季卢加港输入达标原
油，”诺瓦克说，“我们预期（这些原油）8日上

午抵达港口。”至于“友谊”管道什么时候能够
恢复正常运行，他推测会在5月下半月。

管道运营方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现
在每天抽检油品。诺瓦克说：“总体而言，这一
事件没有影响俄罗斯（原油）生产和出口量。
原油很快重新输送，相应企业也恢复正常运
行。”

按他的说法，俄方准备修改法规，涉及抽
检、油品标准和工艺等多个环节，以避免再次
发生类似事件。

俄罗斯政府先前承诺，7日解决原油污染
问题。路透社援引买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
至7日，乌斯季卢加港输出的原油品质得到大
幅改善，但尚未达到正常标准。

新华社特稿

美国科罗拉多州道格拉斯县两名学生7
日在校园开枪，致1人死亡，8人受伤。两名
枪手遭警方逮捕。道格拉斯县治安官托尼·
斯珀洛克通报说，两名男学生走进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学校，在两间教室开枪。两人是
这所学校的学生，其中一人未成年。

家长费尔南多·蒙托亚告诉丹佛七频道
电视台，17 岁儿子遭枪击 3 次，所幸伤势不
重，已经离开医院，儿子的一个朋友同样受
伤。

儿子告诉蒙托亚，一名枪手走进教室开
枪，另一名枪手已经在教室里。“他（儿子）
说，一个人从装吉他的包里掏出一把手枪，
然后开始射击。”

警方没有公布遇害者的姓名，说死者是
一名18岁男性。多名医务官员说，2名伤员
生命垂危，其他人状况稳定或已离开医院。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校位于道格拉
斯县海兰兹兰奇地区，位于州首府丹佛市以
南大约40公里。这所公立特许学校设有幼
儿园、小学和中学，有大约 1850 名在校生。
枪击发生在中学。斯珀洛克说，受伤学生年
龄在15岁以上。

警方没有提及两名嫌疑人落网的过程，
只是说警员抵达现场后与两人“对峙”。斯
珀洛克证实，一名嫌疑人是德文·埃里克森，
18 岁，另一名未成年嫌疑人的姓名没有公
开。 新华社特稿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7日晚突访
伊拉克，会晤伊拉克总统、总理，讨论美国
对伊朗“袭击威胁”的担忧，要求伊拉克保
障在伊美国人的安全。

蓬佩奥还要求伊拉克保持“独立”，管
好民兵组织，免受伊朗影响。

【突访4小时】

蓬佩奥7日参加在芬兰举行的北极理
事会部长级会议，原定会议结束后访问德
国，会晤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外交部
长海科·马斯。他突然取消访德行程，在严
密安保下突击访问伊拉克，停留4个小时。

飞机起飞后，随行媒体记者被告知将
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只能在飞机返航
起飞后才能报道蓬佩奥的行程。结束对伊
拉克的访问后，蓬佩奥飞往英国首都伦敦。

访伊期间，蓬佩奥分别会晤伊拉克总
统巴尔哈姆·萨利赫和总理阿迪勒·阿卜
杜勒—迈赫迪，讨论在伊美国人安全、伊
朗“非常明确”的袭击威胁以及美国的安
全担忧等事宜。

这是蓬佩奥今年第二次访问伊拉
克。今年 1 月，他突访巴格达，与伊拉克
新一届政府领导人会晤，讨论打击恐怖主
义方面的合作等。

【求充分保护】

与伊方领导人会晤后，蓬佩奥告诉随行
记者，伊拉克领导人承诺“充分保护在伊美国
人安全”，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他们的责任”。

蓬佩奥稍后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
道，他向伊方“强调需要保护（美国）外交
设施和驻军人员”的安全。

记者问及能否保护美国设施及其人
员免受伊朗及其“代理人”武装袭击，伊拉
克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说：“这是伊拉
克要履行的义务。”

蓬佩奥说，这次访问旨在让伊方更多
了解“我们所见正在增加的威胁”。

他指认伊朗军队正在“升级行动”，袭
击威胁“非常明确”“迫在眉睫”。但他拒
绝提供与伊朗威胁相关的细节。

就美国向中东地区部署航空母舰打
击群和轰炸机特遣队，蓬佩奥说美方将确
保拥有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伊朗威胁的兵
力。“我希望，我们传递给伊朗人的信息
是，我们处在一个能够威慑的态势。伊朗
在袭击美国目标前会三思而后行。”

【去伊朗影响】

蓬佩奥在会晤中表达美方对伊拉克
“主权独立”的支持，希望伊拉克不受由什
叶派主导的伊朗影响。“我们不希望任何
人干涉他们的国家。”

他敦促伊拉克迅速采取行动，把受伊
朗影响的独立民兵组织置于中央政府控
制之下，指认那些民兵武装使伊拉克成为
一个“不那么稳定的国家”。他说，伊拉克
总统、总理“承诺这也是他们的目标，会朝
这个目标推进”。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伊拉克境内几支实
力可观的民兵武装对伊朗“忠诚”，曾经在美
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后与美军驻伊
部队交战，协助伊朗在叙利亚内战中支持由
什叶派主导的巴沙尔·阿萨德政府。

美联社解读，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
势升级，伊拉克在一定程度上被夹在美国
与伊朗之间。

伊拉克与美国保持着密切关系。美
国领导国际联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
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5000多名美
军士兵驻扎在伊拉克境内。另一方面，伊
拉克与伊朗在贸易、安全和政治领域联系
紧密，不愿意按美方意愿与伊朗对抗。

新华社特稿

55月月77日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郊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郊区，，工作人员在枪击工作人员在枪击
事件发生后将学生转移到一处临时避难所事件发生后将学生转移到一处临时避难所。。新华社新华社//美联美联

伊朗反制美国 对抗后果难料

联合国推软件

遏阻恐怖分子流窜

美国校园枪击致1死8伤

输油管道污染 俄罗斯逮捕4人

蓬佩奥突访伊拉克

剑剑指伊指伊朗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