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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朝中社 8 日报道，朝鲜有关部
门当天表示，朝鲜近日进行的火力打
击训练属于朝鲜军队的“正常训练”，
外部不应对此说三道四。

报道说，北南将军级军事会谈朝
方代表团发言人当天在回答朝中社记
者提问时表示，朝鲜人民军前沿及东
部前线防御部队本月4日在朝鲜半岛
东部海域进行的火力打击训练，是根
据朝鲜军队正常训练计划而组织进行
的，训练在朝鲜领海内举行，任何人都
无权对此说三道四。朝方训练中发射
的飞行物落入朝军控制水域，对美、
韩、日任何一方均未产生威胁。

这名发言人说，韩国军方不仅与
美国开展针对朝鲜的挑衅性联合空
中演习，还对美国试射针对朝鲜的

“民兵”洲际弹道导弹等做法保持沉
默，韩方没有资格指责朝方这一正常
军事训练。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同一天在回答
朝中社记者提问时表示，4 日朝鲜军
队运用大口径远程火箭炮和战术制导
武器进行的火力打击训练，意在检验
装备战斗性能和部队日常军事动员态
势及快速反应能力。此次训练属于“自
卫性质的军事训练”，不针对任何一
方，是正常军事训练的一部分，未激化
地区形势，“某些势力”不应对此说三
道四。

据朝中社 5 日报道，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4日指导了当天在朝鲜半
岛东部海域进行的前沿及东部前线防
御部队火力打击训练。金正恩对没有
事先预告、突然组织的火力打击训练
取得成功予以高度评价，对前沿及东
部前线防御部队保持无论何时下达命
令都可立即进入战斗的快速反应能力

“表示极大的满意”。 （新华社）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 8 日夜间证
实，3名中国公民在8日晚一架客机在
缅甸仰光机场降落时滑出跑道事故中
受伤，但伤势不重。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证实，这架孟
加拉国航空公司的客机上共有3名中
国公民，都在这次事故中受轻伤。3人
目前情绪稳定，无生命危险，仍在医院
接受检查和治疗。使馆人员已赶到医
院进行慰问。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驻缅甸一名负
责人9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受伤的3
名中国公民中有两人是该公司员工，
均为擦伤。9 日凌晨已被转移到仰光
达美镇区的阿育国际医院，两人均无
大碍。

另一名受伤中国公民阮先生来自
中国江苏的一家私营企业，目前也已
被转移到阿育国际医院。

据了解，这架客机共有乘客及机
组人员37人。缅甸民航局8日在通报
中说，事故共造成13名乘客和5名机
组人员受伤。

这架客机为冲-8Q400小型双螺
旋桨飞机，8 日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起飞，在缅甸仰光国际机场降落时遭
遇大雨。仰光机场公司在声明中说，当
地时间8日18时51分，该客机在大雨
中第二次降落滑行时滑出跑道。事故
原因仍在调查中。

事故发生后，仰光国际机场大量起
降航班被取消。晚些时候，部分机场跑
道恢复开放。 （新华社）

伊朗总统鲁哈尼 8
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伊
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
分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
水和浓缩铀。舆论认为，
伊朗方面反制措施象征
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不能
被视为退出伊核协议之
举。不过，这也表明伊朗

“有条件留在”伊核协议
的强硬立场。关于武器级
核技术等协议核心内容，
伊朗虽然威胁退出，但是
目前仍在遵守。

伊核协议存续前景
并不乐观。协议签署之
初，美伊两国国内就均有
不少异议。特朗普政府单
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重
启制裁措施后，伊朗政府
便已多次警告，若协议中
伊方权益得不到保障，伊
方就将退出伊核协议。根
据协议，如果相关方重启
对伊制裁，伊朗可将其视
为全部或部分停止履行
协议承诺的理由。

伊核协议对于伊朗权
益的保障集中于经济领
域，目前在操作层面已很
难维持。美方对伊石油出
口、航运和银行系统进行
制裁，并实施所谓“长臂管
辖”，令任何企业和个人从
事涉伊经贸活动都面临重
重障碍。

美国在伊朗执行协
议的情况下单方面退出
协议并重启制裁，背信之
举应受谴责。然而，如果
伊朗退出协议，并重启高
丰度浓缩铀活动，不仅进
一步加剧地区紧张，更对
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
挑战，可能招致国际社会
进一步孤立。

伊朗会否退出
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

特朗普8日签署行政令，制裁
伊朗的铁、钢、铝、铜等金属产业。

任何实体购买、出售、运输、经
营伊朗这些金属及其制品都将受
到美方制裁。行政令同时禁止任何
个人或实体参与向伊朗出售、提供
或交付与金属产业相关的大宗货
物或者服务。

美国财政部说，将为最新制裁
举措设置90天缓冲期，但8日以后
禁止任何与伊朗金属产业相关的
新合同。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金属产
业是伊朗仅次于原油的第二大出口
收入来源，占伊朗出口额的10%。

特朗普说：“除非根本上改变做法，

否则伊朗政府可以期待更多制裁。”
美国去年5月8日宣布退出伊

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制裁，在经济、
政治、外交领域封堵伊朗，最近一个
月相继宣布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列为“恐怖组织”，取消8个伊朗原
油进口方的制裁豁免，不再续期针
对伊朗核设施的部分制裁豁免。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9 日说，朝鲜
当天下午试射两枚“不明发射体”，推
测或为“短程导弹”。

联合参谋本部的声明说，朝方先
后于当地时间16时29分和16时49分
许，由平安北道龟城一带向东发射两
枚“不明发射体”。声明说，朝方发射体
的飞行距离分别约为 420 公里和 270
公里，推测可能是“短程导弹”。

韩国军方没有说明发射体具体降
落地点等信息，称韩美相关部门正在
进一步分析。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对朝方发
射活动表示忧虑。青瓦台发言人表示，
朝方活动无助于改善半岛关系及缓和
紧张局势。

此外，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
蒂芬·比根8 日傍晚抵达韩国首都首
尔，预期与韩国官员磋商韩国军方所
称朝鲜近期发射数枚短程发射体、对
朝粮食援助等事宜。

（新华社）

美国宣布
对伊朗钢铁等产业进行制裁

缅甸仰光机场
一客机滑出跑道
多人受伤

包括3名中国公民

朝鲜表示
近日的火力打击训练
属正常军事训练

韩国军方称
朝鲜进行发射活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发表声明，宣布
签署行政令，对伊朗的铁、钢、铝、铜
等产业进行制裁。特朗普在声明中
说，上述被制裁产业是伊朗政府除石
油外的最大出口收入来源，此举将进
一步强化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
说，正是来自美方的压力，导致伊朗
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他告诉
媒体记者，俄方会全力“挽救”伊核协
议，现在谈论俄方加入对伊朗制裁行
列的可能性为时尚早。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莫盖里尼同英国、法国、德国
外长9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敦
促伊朗一如既往地全面履行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表示不会
采取任何升级措施。

美国政府8日对
伊朗施行新一轮制
裁，寻求掐断这个中
东国家的金属产业出
口收入来源，回应伊
方当天宣布中止履行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部分条款。总统特朗
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向
伊朗“极限施压”，近
期不断增加筹码。只
是，能否迫使伊朗就
范是未知数。

俄罗斯8日力挺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谴责美国施压导
致伊朗中止履行伊核
协议部分条款，呼吁
欧洲签署方履行协议
义务。

伊朗外交部长贾
瓦德·扎里夫当天与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会晤后说，
美方官员就伊朗事务
发表“激进言论”是在
寻求局势升级，伊方
不想对抗，赞成对话。

俄罗斯总统新闻
秘书佩斯科夫 8 日
说，正是来自美方的
压力，导致伊朗中止
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
反复提及，对伊朗采
取欠考虑的举措面临
后果，我指的是华盛
顿方面（退出协议、重
新启动制裁）的决
定。”他告诉媒体记
者，俄方会全力“挽
救”伊核协议，现在谈
论俄方加入对伊朗制
裁行列的可能性为时
尚早。

此外，欧盟外交
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莫盖里尼同英国、法
国、德国外长9日发
表联合声明，强烈敦
促伊朗一如既往地全
面履行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并表示不会
采取任何升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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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最新制裁举措设置90天缓冲期

特朗普声称美国制裁使“伊朗政府难以筹措资金资助恐怖活动”

在特朗普和美国政府高级官
员看来，“极限施压”政策有成效。

特朗普8日在宣布新一轮制裁时
向媒体夸耀，声称美国制裁使“伊朗政
府难以筹措资金资助恐怖活动”，认定

“伊朗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萧条期，政

府收入减少，通货膨胀失控”。
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布赖

恩·胡克告诉媒体记者：“我们集中
精力在外交层面孤立伊朗、施加经
济压力。这种政策正在奏效。”

一些民主党籍国会议员持相

反看法。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
员克里斯·墨菲说，伊朗方面宣布
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是特
朗普这名共和党籍总统所领导政
府“盲目、不断施压”政策的“直接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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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成功，关键看伊方能否回到谈判桌
接
受
考
验

按美联社的说法，美方“极限
施压”政策正在接受考验，是否成
功，关键看伊方能否回到谈判桌、
同意美方所提伊核协议新条款。

伊朗 2015 年 7 月与美国等六
国达成伊核协议，承诺限制核计
划，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制裁。美国
去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的借口是认
定协议没有限制伊朗发展弹道导
弹以及在中东地区扶植代理人、从

事“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
美国特使胡克8日告诉媒体记者，

美方去年为新版伊核协议和结束“极限
施压”政策向伊朗列出12项要求。

伊朗迄今没有因美方不断加
码而服软，多次警告，如果美国“封
杀令”使伊朗无法出口原油，将不
惜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希望在
60 天内与伊核协议其他签署方磋
商，如果诉求得不到满足，将不再

接受对铀浓缩丰度的限制。
特朗普8日说，期待与伊朗领

导人会面，商讨制订新的协议。伊朗
方面先前拒绝特朗普类似“邀请”。

但美联社记者发现，伊朗没有
完全关闭对话大门。伊朗外交部长
贾瓦德·扎里夫4月访问美国纽约
时建议特朗普改变对抗姿态：“试
试用表示尊重的语言。（那样说
话，）你不会死，相信我。”

美国和伊朗将目光转向欧洲国家
欧
洲
承
压

就伊朗核项目，美国和伊朗将
目光转向欧洲国家。

美国总统特别助理蒂姆·莫里
森说：“现在是国际社会严厉谴责
伊朗违规核活动、依照美方要求向
伊朗施压的时候。”他警告，欧洲国
家不要寻求借助特别结算机制削
弱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制裁力度。

国际原油交易通常以美元结
算，欧洲新设机制可望为伊朗出口
的油气与欧盟制造的物品搭建交
易平台，绕开美方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日到访英
国，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及外交
大臣亨特举行会谈。他原定于5日
至9日访问芬兰、德国、英国以及丹
麦的自治领格陵兰岛，但第二站德
国和第四站格陵兰岛被临时取消。

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此访原
本意在强化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但
美欧在伊核和北极等问题上分歧
凸显，这一目的显然未能达成。

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伊朗外长
扎里夫8日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对

俄罗斯等国予以认可，同时指认欧
洲国家政府没有履行伊核协议义
务。扎里夫4月抱怨欧洲方面推进
特别结算机制速度“太慢”，呼吁欧
洲国家尽快启动这一机制。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扎里
夫8日在莫斯科会晤后举行新闻发
布会，呼吁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协议
签署方遵守伊核协议。依照拉夫罗
夫的说法，俄伊双方将寻找绕过美
方制裁的合作方式。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为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
74周年，俄罗斯9日在首都莫斯科
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展示多种
先进武器装备。俄各地民众也在
当天参加了各种纪念活动。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 10 时（北
京时间15时）开始。俄军仪仗队护
卫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在

《神圣的战争》乐曲伴奏下走进红
场。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乘车绕红
场行进一周，并向受阅官兵祝贺
胜利日。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观礼台上发表致辞。

检阅中，约1.3万名分别来自
俄各军兵种部队的受阅人员组成
35个徒步方队通过红场。在二战时
期著名的T-34型坦克引领下，130
多辆现代化军事装备组成的装备

方队从观礼台前通过。据俄罗斯国
防部公布的情况，包括“虎式”装甲
车 、“ 山 毛 榉 ”-M2 防 空 导 弹 、
S-400防空导弹等装备悉数亮相。

据央视东方时空报道，此次阅
兵式有以下亮点，其一，八成受阅
装备已经过实战检验。其二，参加
阅兵的女兵数量更多了，今年首次
在仪仗队中看到女兵的飒爽英姿。

由于天气原因，空中方队的
阅兵环节被取消。

据了解，除莫斯科外，圣彼得
堡等多个俄罗斯城市也进行了阅
兵活动庆祝胜利日。此外，白俄罗
斯、乌兹别克斯坦、捷克等国8日和9
日也举行各种活动，纪念第二次世界
大战欧洲战场胜利74周年。

（新华社、央视东方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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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式上，女兵列队通过红场，接受检阅 图据国际在线

自行火炮通过红场，接受检阅 新华社发

5月8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右）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参加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俄 罗 斯 誓 全 力 “ 挽 救 ” 伊 核 协 议

相/关/新/闻

俄红场阅兵
女兵首入仪仗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