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二 编辑 李冬露 版式 从华杰 校对 王

莹 组版 王翠翠 新闻报料：3909990

国内·国际 05

伊核谈判能否重启面临挑战

“

伊朗原子
能组织主席穆罕默
德·伊 斯 拉 米 9 月 12
日在首都德黑兰与到
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拉斐尔·格罗
西举行会谈后表示，
会谈具有
“建设性”
。
分析人士指出，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相关方 4 月以来在奥
地利维也纳就恢复履
约举行多轮间接谈
判 ，第 六 轮 会 谈 6 月
20 日结束。在第七轮
会谈迟迟未启之际，
此次伊朗与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会谈释放出
一些积极信号。由于
美国和伊朗在一些问
题上分歧严重，维也
纳会谈能否重启，仍
面临较多不确定性。

根据会谈后发表的共同
声明，双方强调合作和互信
的重要性，以及在建设性和
纯技术氛围下解决问题的必
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
将到伊朗更换该机构在伊朗
核设施中安装的监控设备的
存储卡，并为这些设备采取
必要的技术维护措施。存储
卡将按照惯例在伊朗封存。
今年 2 月，伊朗与国际
原子能机构达成临时技术协
议。该协议 5 月 22 日到期，
伊方 5 月 24 日决定将协议
延期一个月。根据该协议，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核设
施内安装监控摄像头，继续
其必要的核查和监督活动，
伊朗将保存一些核设施的视
频监控资料。如果美国解除
对伊制裁，伊朗将把这些监
控资料交给国际原子能机
构。
伊朗国际问题专家莫礼
萨·马利基表示，
如果国际原
子能机构与伊朗达成谅解，
将在很大程度上为重启伊核
谈判铺平道路，有利于改变
目前谈判陷入停滞的现状。

释放积极信号
伊核谈判挑战依旧
伊斯拉米在与格罗西会
谈后表示，会谈的目的是在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则框架
内为扩大互动与合作创造机
会。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之间所有问题都是技术问
题，
“政治问题在双方关系中
没有立足之地”。格罗西表
示，双方讨论了技术层面的
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
朗必须一起努力，拓展合作。
格罗西于 11 日深夜抵
达德黑兰，在国际原子能机
构理事会召开会议前与伊朗
方面进行沟通。伊斯拉米表
示，伊朗将参加此次会议。

在格罗西此次到访德黑
兰之前，伊朗方面曾多次释
放愿意继续会谈的信号。与
此同时，伊朗也明确表示将
继续坚守立场。
伊朗总统莱希 9 月 5 日
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时强调，伊朗支持“有益”的
伊核谈判，谈判的方案和结
果都应该旨在解除对伊朗的
制裁，
“为了谈判而谈判是没
有用的”。伊朗外交部发言
人哈提卜扎德 6 日重申，伊
核谈判“原则上”将继续进
行，以确保美国全面履行其

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框架
下的承诺。如果伊朗的利益
在伊核协议框架内以可验证
的方式得到精确维护，伊朗
将坚定恢复履行其在协议下
的承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8 日
表示，伊朗重返伊核协议的
时间正在耗尽。此前他还曾
表示，即便伊朗重新履行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美国仍
将继续维持与伊核协议无关
的
“数百项”
对伊制裁。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
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
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
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
除对伊制裁。2018 年 5 月，
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
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
对伊制裁措施，此举遭到伊
核问题其他相关方反对。
2019 年 5 月以来，伊朗逐步
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
逆”
。
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
和伊朗立场差距较大。伊朗
认为美国所有对伊制裁都应
取消，其中包括美国 2018 年
退出伊核协议后附加的制
裁，而这些是美国不愿意在
谈判中讨论的。同时，对美
国提出的进一步限制伊朗导
弹计划和在中东地区影响力
的要求，伊朗也是无法接受
的。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戎表
示，日前从阿富汗撤军已使
美国政府广受国内诟病。在
处理伊朗问题上，美国不太
可能完全取消对伊朗制裁。
伊核谈判前景依旧不容乐
观。
（据新华社德黑兰 9 月
13 日电）

9 月 12 日，在德国洛马尔传统南瓜节上，一名儿童在一个巨型
南瓜上留影。近日，为庆祝南瓜丰收，位于德国科隆市附近的洛马
尔镇举办了传统南瓜节。
（新华社发）

李白、杜甫、鲁迅、齐白石……

21 个中国人“镌刻”在水星上
据新华社南京 9 月 13 日
电 9 月 14 日，水星将迎来今
年第三次东大距。作为距离太
阳最近的行星，水星在太阳系
八大行星中个头最小。到目前
为止，人类在水星上已命名了
近 500 个地貌，其中 20 多个来
自中国。
据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
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水星和其
他类地行星一样，拥有硅酸盐
壳幔和金属核。它在内部结构
上
“皮薄馅大”
，具有巨大铁核，
表面成分富含硫、碳，
贫铁。探
测水星有助于帮助科学家认识
太阳系的起源、行星的形成演
化以及星球宜居性等问题。为
了便于科研和制图，科学家还
会为各种特征地貌取上朗朗上
口的名字。
“理论上，
任何人都可以提
交水星地貌命名申请。提交名
称需遵循简洁明晰、无害性、不
重复原则，并且考虑文化多样
性和国家均衡。
”王科超说。根

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规则，命
名某个地貌时应基于科学研究
需求，
否则不予考虑。
为了保证充足的名称来
源，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为不同
行星和卫星建立了独立的命名
系统。比如同为撞击坑，在水
星上主要以已故的艺术家和文
学家的名字命名。王科超说，
迄今为止，以中国人名命名的
水星撞击坑有 21 个，这些名字
中，有李白、杜甫等古代名人，
也有鲁迅、齐白石等现代名家。
这 21 个中国名字的主人
有着各自精彩的故事，由他们
的姓名命名的水星地貌也各有
其特点。赵孟頫是元代知名书
画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撞击
坑位于水星南极，直径约 140
公里。
“赵孟頫撞击坑是水星两
极所有撞击坑中，雷达高回波
信号区域最大的一个，显示拥
有大量水冰，这里可能是未来
水星水冰探测的最好去处。”
王
科超说。

新疆老月饼中秋有礼啦
28..9 元/包
五仁 28
8 枚*100 克

礼盒装老月饼

选择雅丹麦田，
爱上新疆味道。
雅丹麦田老月饼，
一半是味道，
一半是回忆。
这个中秋，雅丹麦田把儿时的幸福感送到你身
边。
小时候，爷爷给我打月饼；长大了，我给爷爷寄
月饼。
低糖健康，酥软不粘牙，雅丹麦田老月饼，今年
中秋，
送给家人一份感恩的礼物。
精选新疆优质干果入馅，每一口都能尝到来
自西域的自然馈赠；采用传统工艺制作，每一块都
体现了匠人匠心的品质。

新疆配方
酥香美味
传统工艺
手工制作
含糖量低
老少咸宜

新疆麦趣尔
黑麦大列巴

31..9 元/包
红枣 31
8 枚*100 克

●黑麦粉●核桃仁●葡萄干

预订价
23 元/个

扫一扫了解详情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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