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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评环球时评

自去年 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
议并恢复对伊制裁以来，美国全方位对
伊朗实施封杀。在限制伊朗原油出口
的基础上，美国近日再次加码，宣布制
裁伊朗最大石化企业，同时再三表示愿
无条件与伊朗对话。这是典型的特朗
普风格：施压，谈判，逼对手签城下之
盟。伊朗自然清楚美国的套路，称对话
可以，但有条件，并强调美极限施压政
策注定失败。

极限打击伊朗石化

美国 5月初开始对伊朗实行全球
石油禁运，取得明显效果。亚欧多国，
包括日本、韩国、土耳其、印度以及意大
利、希腊等，均已停止进口伊朗石油。
虽然欧盟在对伊制裁问题上与美国虚
与委蛇，继续维持与伊朗之间正常的经
贸往来，但诸多欧洲企业迫于压力纷纷
退出伊朗市场。在特朗普看来，极限施
压政策已对伊朗经济造成严重创伤，但
伊朗没有屈服。美国又祭出更损的杀
招，宣布制裁伊朗最大的石化企业波斯
湾石化工业公司。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7日宣布
对波斯湾石化及其39家子公司和海外
销售网络实施制裁，理由是它为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支持。波斯湾
石化是伊朗最大和效益最好的石化企
业，其产量占伊朗全国每年石化生产量

的40%，出口量占伊朗全国每年出口总
量的50%。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
这是对任何向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经
济支持组织的警告。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称，这是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新举
措，将切断伊朗政府“破坏中东稳定”所
需的经济来源。5月份全面禁运后，伊
朗原油出口从原来每天超过 250万桶
降至每天约40万桶。制裁波斯湾石化
及其销售网络，无疑将使伊石油出口进
一步下降。

伊朗外交部6月8日谴责美国实施
的新制裁，称美宣布对伊朗波斯湾石化
实施制裁违反国际法，是一种“经济恐
怖主义”行为。这一制裁是美国一贯敌
视伊朗政策的一部分，证明美国此前呼
吁与伊朗进行所谓对话只是说辞，毫无
诚意。伊朗强调，美国的极限施压政策
注定会失败，此前多位美国总统任内的
做法已证明这一点，并敦促国际社会回
应美国的单边措施和霸凌政策。

如意算盘难如意

在对伊朗采取新的经济制裁措施
的同时，美国的军事施压亦在收紧。6
月初，美国在毗邻波斯湾的阿拉伯海举
行针对伊朗的军事演习，“林肯”号航母
和 B-52战略轰炸机参加了此次“模拟
打击行动”。特朗普本人近日表示对伊
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但无论从兵力总数、部署分布还是从军
事活动看，美国在军事上远远没有达到
与伊朗摊牌的地步。这些行动仍只是
美国极限施压政策的一部分，要的就是
伊朗低头。

美国一边加码制裁、放出狠话，一
边却称愿与伊朗无条件对话。蓬佩奥
6月 2日出访瑞士时指出，愿与伊朗进
行“一场没有先决条件的对话”。特朗
普近日公开声称：“如果他们想谈判，我
有空。”特朗普称已准备好与伊朗总统
鲁哈尼对话。美国所谓无条件，并非真
的没有条件，它是指伊朗在其极限施压
之下屈服，坐到谈判桌上只能听任美国
摆布。伊朗明白其中的道理，强硬回绝
了美国的对话建议。鲁哈尼称，如果美
国表达尊重并遵守国际法，德黑兰愿意
谈判；如果强迫伊朗谈判，则断无可
能。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6月4日表
态，伊朗不会被特朗普的谈判提议欺
骗，也不会放弃导弹计划。伊朗外交部
7日发表声明说，伊朗不会讨论核问题
全面协议以外的内容，只有当各方重新
履行伊核协议、美方解除制裁以后才愿
意增加谈判内容。

从长远看，美国封杀伊朗，不仅想
要一份新的协议，更要伊朗从此无力对
抗美国。哈梅内伊一语道破，“抵制是
有代价的，但向敌人投降的代价更
高”。这也表明，伊朗已做好“长期对
抗”的准备。

美美国施压加码国施压加码，，伊朗拒绝妥协伊朗拒绝妥协
■■杜朝杜朝平平

近期，第 23届国际经济论坛在
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俄罗斯总统
普京在论坛期间表示，俄中在国际
舞台上的合作是国际事务中最重要
的稳定因素，这显示出中俄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的积极意义。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当
前，中俄间不断加深的协作关系为
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国际秩序提供
了稳定力量。

近年来，中俄经济领域的合作
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增强，为稳
定全球经贸合作、维护现有国际秩
序提供了有益的协作样板。一方
面，中俄贸易额持续增长。2018年
中 俄 双 边 贸 易 额 达 1070.6亿 美 元
（约合 7402.7亿元人民币），2019年
一季度贸易额为 241.7亿美元（约合
1671.2亿 元 人 民 币）、同 比 增 长
4.2%，双边贸易额有望在今年实现
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两国经贸的
务实合作领域持续扩容。已签署
的多项合作文件显示，中俄两国在
维护既有能源、航天航空、通信等
传统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多领域深
化合作。华为与俄最大通信运营
商签订 5G合同，阿里巴巴投资俄
罗斯电商平台，赴俄旅游的中国游
客 在 今 年 年 底 有 望 达 到 200万 人
次，农产品贸易更是成为中俄合作
新的增长点。中俄在相关合作领
域实行本币结算，以推动世界储备
和结算货币的多元化进程。多领
域、全方位的经贸合作为其他国家
在经济领域构建多元开放的合作
提供经验借鉴。

经贸领域的深化合作为两国构
建政治互信、形成合力奠定坚实基
础。在论坛召开期间，中俄两国签
署两份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提升
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为已有的政治互信增添新的内涵。
中俄两国均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外部
挑战，中俄深化合作、互利共赢有助
于加强政治互信、形成“1+1>2”的
政治合力。在合作中，中俄深入拓
展经贸和投资互利合作，持续推进

“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深入挖掘两国关系的发展潜力与合
作动能。

在单边主义回潮的国际背景下，
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持续深化对于
维护国际制度的公平正义意义重
大。以多边主义为基石、以公平开放
为原则的世界秩序有助于推动全球
各国的发展，需要各国用心维护。特
朗普政府虽标榜自由贸易，但行动上
却支持国家保护主义。在特朗普政
府一系列的保护政策下，美国筑起保
护主义藩篱，使逆全球化浪潮呈现愈
演愈烈的态势，为世界秩序带来更多
不确定性，损害多边合作中其他国家
的切身利益。中俄两国秉承开放合
作的态度，推动区域经济融合，探讨
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国际秩序重
回自由贸易和开放包容做出努力。
两国合作关系的深化旨在维护开放
多元的世界经济与公平正义的国际
秩序，为当前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稳
定开放的合作环境、共同创造繁荣美
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为南京市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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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持续动荡的委内瑞拉局势迎
来转机，美国高官宣称委反对派内部分
歧严重，俄罗斯等国持续声援马杜罗政
府，委内瑞拉局势重归平稳状态。

反对派内部分歧严重

自今年1月23日瓜伊多自行宣告就
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以来，美国等西
方国家不仅公开支持以他为首的反对
派，还通过外交施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
胁等方式，要求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
罗下台，并在 4月 30日配合瓜伊多等人
发动政变未遂。

未遂政变后，瓜伊多领导的反对派
开始寻求与马杜罗政府谈判。5月 16
日，委政府与反对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
举行首轮“秘密会晤”，寻求和平解决国
内政治冲突的方法。此后，委内瑞拉国
内社会形势基本平稳，反对派没有再组
织大型游行示威活动。5月 29日，双方
在奥斯陆结束了第二轮对话，但并未达
成协议。瓜伊多当天发表声明称，他派
出的代表在对话中要求马杜罗下台并重
新选举以解决国内危机，但双方没有达
成任何协议，委反对派将继续尝试在宪
法框架内推翻马杜罗政府，同时也会继
续参与奥斯陆对话。马杜罗则表示，解
决国内危机的方案是维护和平、尊重宪
法、和谐共存和发展经济，“根据民意调
查，超过 80%的委内瑞拉人民支持和平
对话”。

谈判未取得预期结果，委内瑞拉反
对派近期却被曝内部分歧严重。美国
《华盛顿邮报》6月5日报道称，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近日在纽约举行的一场闭门会
议上表示，委内瑞拉反对派内部有分歧，
想弥合相当困难。蓬佩奥指出：“我们的
难题是保持（委内瑞拉）反对派团结，这
的确非常难，如果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下台，每个人都会举手说，‘选我，我是委
内瑞拉下任总统’，会有 40多人自认为
是马杜罗的合法继任者。”

委政府试图摆脱孤立

与反对派自乱阵脚形成鲜明对比，

委内瑞拉政府近期在外部声援和自身努
力下，逐步摆脱之前孤立的困局。

俄罗斯总统普京 6月 6日声援委政
府称，“俄罗斯一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他
国内政”，因为“这将导致非常严重甚至
悲剧性的后果，利比亚、伊拉克就是最好
的证明”。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在
委内瑞拉建设军事基地，也没有向委内
瑞拉派遣军队，同时批评美国的制裁给
委内瑞拉平民和世界经济带来损失。在
普京表态之前，俄罗斯外交部呼吁美国
放弃分裂委内瑞拉武装部队的破坏性政
策，俄罗斯驻委内瑞拉大使扎耶姆斯基
反驳“俄罗斯军事和技术人员从委内瑞
拉撤离”的消息，称“这是一条与实际不
符的新闻”，俄专家在委内瑞拉的工作正
按计划进行。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

席迪亚斯?卡内尔6月8日也声援委内瑞
拉政府，称古巴与委内瑞拉将保持团结，
共同面对美国实施的制裁和封锁。迪亚
斯?卡内尔在“推特”上表示，古巴与委内
瑞拉将“团结一致、保持尊严地面对并克
服威胁以及不公正的制裁与封锁”。此
外，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
尔?卡斯特罗近日在会见委内瑞拉制宪
大会主席卡韦略时，重申古巴对委内瑞
拉总统马杜罗的支持。

委内瑞拉政府近期寻求通过与西
方国家对话和缓和周边国家关系，改善
今年以来持续紧绷的外交关系。委内
瑞拉外交部副部长伊万?希尔 5月 28日
告诉德国媒体，尽管马杜罗领导的委内
瑞拉政府不满德国干预委内政，仍愿意
与德方对话和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
由于德国政府此前追随美国支持瓜伊

多，委内瑞拉政府今年 3月驱逐了德国
驻委内瑞拉大使丹尼尔?克里纳。希尔
对此表示：“委内瑞拉宣布德国大使‘不
受欢迎’，但我们愿意让两国关系尽快
恢复正常。”

此外，马杜罗 6月 7日晚宣布，在充
分行使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委内瑞拉自
6月 8日起重新开放与邻国哥伦比亚的
部分边界。在此之前，委内瑞拉政府曾
因美国向哥伦比亚东北部边境城市库库
塔运送数百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于
2月22日宣布暂时关闭委内瑞拉与哥伦
比亚的部分边界。

另外，委内瑞拉政府正通过新的举
措，降低美国制裁可能产生的不利影
响。委内瑞拉石油部长曼努埃尔?克韦
多近日在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期间向俄罗斯媒体表示，由于美国制

裁，委内瑞拉正逐步以俄罗斯取代美国
石油销售市场，同时也在考虑其他市
场，包括印度等国。同样与会的委内瑞
拉经济财政部长西蒙?塞尔帕也表示，
委内瑞拉认为俄罗斯等国能够帮助该
国保护金融资产的安全。

和平前景不容乐观

从当前情况看，在国际社会和委内
瑞拉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委内瑞拉局势
在经历今年以来“过山车”式的动荡后，
暂时回归相对平稳的状态。以瓜伊多为
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并未像美国预期的
那样“堪当大任”，委内瑞拉国内深厚的
反美群众基础也让美国的干涉暂时无法
得逞。然而，委内瑞拉当前局势的缓和
并不意味着和平曙光很快就将到来。从
委内瑞拉国内民众的生活处境和改革诉
求，到马杜罗政府同以瓜伊多为代表的
反对派的公开较量，再到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与俄罗斯、古巴等国的暗中角力，诸
多迹象表明，委内瑞拉当前缓和的局势
更可能是风暴前的平静。

未来美国必将继续支持委内瑞拉反
对派，并通过外交、军事、经济等途径向
马杜罗政府极限施压，以期实现颠覆委
内瑞拉现政权、巩固美在拉美地区战略
利益和优势的目的。目前美国政府内部
对瓜伊多颇有微词，有报道称特朗普政
府计划更换其在委内瑞拉的“代理人”。
不管上述报道是否属实，可以看出，美国
绝不会因为反对派“一盘散沙”的现状，
坐视委内瑞拉局势朝着有利于马杜罗政
府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的不懈努力
下，和平解决委内瑞拉问题出现重要契
机，尤其是部分西方国家已不再唯美国
马首是瞻，认识到委内瑞拉问题只能由
委内部通过协商对话，以和平方式自主
解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拉美
国家也切身体会到，如果任由单边主义
肆虐和霸凌行径横行，委内瑞拉问题将
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如果国际社会能齐
心协力应对单边主义，委内瑞拉国内各
派能努力通过协商化解分歧，委内瑞拉
就一定能够迎来和平曙光。

委内瑞拉能否迎来曙光
■傅 波

6月 7日，日本自民党发布夏季参
议院竞选公约，其主要内容包括六大
方面，修宪也单独成条包含在内。安
倍晋三及自民党的“修宪梦”由来已
久，但始终未能达到国会两院议席均
超过 2/3的修宪动议门槛。此次参议
院选举，自民党自以为看到了跨过门
槛的希望，因而将这次选举视为修宪
的“关键一战”。

选举结果将左右安
倍修宪进程

7月，日本将举行第 25届参议院选
举。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审议会和总务
会在6月7日通过竞选公约，并由政调会
长岸田文雄宣布该内容。其内容包括外
交与防卫、经济、社会、地方创生、重建与
防灾、修改宪法。该竞选公约除外交、经
济和社会等方面外，将修宪列为项目重
点。自民党明确提出，“在党内外进行活
跃讨论，通过参众两院的宪法审查会细
致深化宪法讨论”，向国内外表明“尽快
实现修宪”的态度。

根据日本宪法，修改如果在两院获
得全体议员中 2/3以上赞成，将由国会
提议修宪，然后举行公投。公投在国会
提议修宪之日起的 60至 180天之内举

行，具体日期由国会讨论决定，如果有
效投票总数中过半数赞成，修宪草案将
获得认可。此前，自民党、公明党组成
执政联盟在2018年12月举行的第47届
众议院选举中获得超过 2/3的席位，但
在上届参议院选举中，只获得超过半数
席位。

此前，虽然参议院中大阪维新会、珍
视日本之心党等在野党也宣称支持修
宪，凑上他们勉强可以摸到2/3的门槛，
但党际协调费时费力，且在修宪具体条
款上分歧很大，因而自民党始终未能在
国会发起修宪动议。经过这几年政权的
平稳运营，安倍和自民党深感执政基础
愈加牢固。尤其是前不久统一地方选举
中，自民党在41个道府县议会获得过半
数议席，为这次参议院选举打下基础。
因此，自民党党内认为此次选举获得超
过2/3席位的希望很大。

触修宪门槛易但彻
底修宪难

日本参议院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
选其中半数。本次选举预计将有265人
争夺124个改选议席。2018年修改的日
本《公职选举法》规定，参议院额定议席
从242个增至248个，此次日本朝野政党
将争夺进行改选的 124个议席。自民、
公明两党将力争获得其中至少 63个议
席。包括非改选席位在内，自民党若想
维持单独过半数，则必须至少获得67个
议席。可以预想，届时主张政权稳定的
执政党自民党与批评“安倍独大”的在野
党将展开激烈交锋。

此前，2017年众议院选举前，安倍
曾表态称，想将2020年作为新宪法实施
的元年。此次竞选公约只表明“力争尽
快实现修宪”，并未提出具体的时间表。
或许安倍也深感，即便赢得参议院选举，
达到 2/3门槛，修宪进程仍有很长的路
要走，诸如怎样瓦解逐渐抱团的在野党，
如何说服过半数国民投票赞成以及排除
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等等。但无论如何，
安倍借这场选举再次吹响修宪的号角，
这本身就值得警惕。

日自民党又做“修宪梦”
■文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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