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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
德·伊斯拉米12日会晤到访的国际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
西。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
伊朗将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检修设
在伊朗核设施的监控设备，并新装
存储卡以便继续录像。

格罗西11日晚抵达伊朗首都
德黑兰，次日与伊斯拉米会晤。伊
朗官方媒体援引伊斯拉米的话报
道：“我们同意更换国际原子能机构
（监控伊朗核设施的）相机存储卡。”

格罗西12日说，会晤取得“建
设性成果”。

伊朗原子能组织在联合声明中
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获准检
修已确认的设备并更换设备存储媒
介，存储内容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
和伊朗原子能组织共同封存在伊
朗。”

联合声明没有提及检修监控设
备和新装存储卡的方式和时间，只
说“双方就方式和时间达成一致”。

格罗西结束对伊朗的访问后
说，新约定只是“权宜之计”，但为外
交努力争取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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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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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积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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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
于下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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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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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黑兰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
任哈米德·瓦法埃看来，国际原子能
机构总干事到访德黑兰，并取得建
设性的会谈成果，这释放出了积极
信号，为可能启动的下一步会谈创
造了有利氛围。

伊核谈判仍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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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总统莱希9月4日在谈及伊朗核问题时表示，谈判是一种外交选
项，但在压力和威胁下进行谈判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赵立坚 13 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中方欢迎伊朗与国际原子
能机构对话合作，希望双方妥善解
决相关未决问题，呼吁有关各方为
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有记者问：伊朗副总统兼伊朗原
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日与到访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举行会

谈，并就机构对伊核计划监督核查问题
发表联合声明。总干事格罗西还就此
提交了报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中方欢迎伊朗与国
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对话合作，就伊
核计划保障监督问题达成共识，希
望双方能够延续良好沟通势头，妥
善解决相关未决问题。中方也呼吁
有关各方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他说，中方始终认为，维护和执
行伊核全面协议是化解伊核危机的
唯一正确有效途径。有关各方，特
别是美方，应尽快做出政治决断，采
取实际行动，推动全面协议恢复履
约谈判重启并取得进展。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均能坚持
正确方向，为外交努力创造有利的
条件和气氛。”赵立坚说。

外交部：欢迎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话合作

中方声音

第十二届中美政党对话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第十二届中美

政党对话 13 日以视频方式举行。此次对话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同美国民主党和共和
党共同主办。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参加对话
并表示，近日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再
次通话，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中
美双方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
强对话，相向而行，为两国关系回到稳定发展
的正确轨道创造条件。

宋涛表示，中美政党对话有利于增进两
国沟通理解和相互信任。我们愿同美国两党
一道，充分发挥政党在国家关系中的政治引
领作用，推动双方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加强协调
与合作，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增添更多积极
因素。

美国民主党代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
主席、佛蒙特州前州长迪安和共和党代表、
前贸易代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前部长希尔
斯等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
边关系，美中政党对话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段时间以来，美中关系经历了一
些艰难时刻，但两国之间存在许多共同利
益，需要更多开展高层次对话，增加信任，推
动合作，促进各自国家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
挑战。

来自中方部委、高校等单位以及美国民
主、共和两党和重要智库、企业共约 50 名中
外代表参加对话。

朝鲜成功试射
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
新华社平壤9月13日电 据朝中社13日

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11日和12日分别成功
试射了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

报道说，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飞行7580
秒，精确打击了设定在 1500 公里外的目
标。试射结果显示，新研发的涡轮鼓风式发
动机推进力等技术指标、导弹的飞行控制性
能以及末端制导命中正确性等全部满足设
计要求。

朝中社说，这一武器系统的研发具有重
大战略意义，朝鲜在更坚定地保障国家安全、
强有力压制敌对势力反朝军事活动方面又有
了一个有效遏制手段。

河野太郎民调虽领先
日本自民党党首选情仍混沌

日本自由民主党定于 17 日发布总裁选
举公告。分管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行政改革
担当大臣河野太郎眼下在民意支持率上继续

“领跑”，但难言胜券在握。
《朝日新闻》上周末发布的民调结果显

示，33%的调查对象认为河野是自民党新党
首最合适的人选，竞争对手之一、前外务大
臣岸田文雄的支持率为 14%。暂未公布想
法 的 前 防 卫 大 臣 石 破 茂 所 获 支 持 率 为
16%。

《日本经济新闻》民调显示，27%的日本
人认为河野最适合出任自民党党首，石破和
岸田分获17%和14%的支持率。

按照路透社的解读，自民党党首由自民
党籍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普通党员按照不
同权重投票选出，但候选人在国民中是否享
有高人气也很重要，缘由是新党首将充当“选
举招牌”，带领这一执政党迎战预期 11 月上
旬举行的国会众议院选举。

除河野和岸田，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同
样宣布参选。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正
在考虑。石破人气不减，但在党内势单力孤，
放弃参选的可能性正在变大。 据新华社

伊朗将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为监控设备装新卡

伊核谈判能否重启面临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