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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提对伊朗“全选项”
俄罗斯吁克制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
尔顿25日告诉媒体记者，如果伊朗不再遵
守2015年与六方签署的核问题全面协议
关联浓缩铀储量的条款，美方立场是“所有
选项摆在桌上”，即不排除动武可能。

俄罗斯分管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尼
古拉·帕特鲁舍夫同一天呼吁美国和以色
列保持“克制”。

摆选项

美国、俄罗斯和以色列分管国家安全
事务的高级官员当天在以色列耶路撒冷
举行三方安全会议，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
内的地区热点议题。

会后，媒体记者提问，如果伊朗突破
浓缩铀储量300公斤的限制，美方是否考
虑军事打击。博尔顿回应，“伊朗无视这些
限制将犯下非常严重的错误”，伊朗“应该
放弃寻求可应用的核武器”。

美国一年前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转而对伊朗恢复和追加制裁。伊朗 5
月说，准备放弃遵守协议中部分条款。按
照伊朗的说法，27日以前，伊方低浓度浓
缩铀储量将超过300公斤。

伊朗单方面设定 7 月 7 日为最后期
限，要求欧洲在保护伊朗利益方面拿出更
好的方案，否则伊朗将开始生产可用于武
器的高浓度浓缩铀。媒体6月25日报道，
伊方届时会放弃更多协议条款。

这次在耶路撒冷召开的安全会议由
以色列看守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今年
2月访问俄罗斯时提议。按照他的说法，这
次会议致力于实现中东稳定。

批孤立

俄方先前说，耶路撒冷会议旨在为化
解叙利亚和整个中东地区危机找到切实
可行的共同行动方案。俄联邦安全会议秘
书帕特鲁舍夫批评美以两国孤立伊朗的
企图，呼吁它们对伊朗保持“克制”。

他说，俄方“不能接受”把伊朗当作
“地区和平的主要威胁”或者把它与国际
恐怖主义组织划等号，伊朗在叙利亚境内

“打击恐怖分子和稳定当地局势方面贡献
不小”。

内塔尼亚胡会前呼吁三方就从叙利亚
驱除外国军事力量达成一致，明确以色列
不允许伊朗在叙利亚建立永久军事存在。

叙利亚 2011 年陷入动荡，叙利亚政
府指认以色列在南部地区支持反政府武
装、加剧冲突。以色列认定伊朗在叙利亚
境内部署兵力，要求伊朗撤出。按照叙利
亚政府的说法，伊朗在叙利亚存在是应叙
利亚政府要求，只涉及军事顾问。

耶路撒冷安全会议主题是化解叙利
亚冲突，焦点是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
在。围绕叙利亚冲突，帕特鲁舍夫呼吁美
以两方考虑政治解决方案。

讽矛盾

美伊紧张关系近期持续紧张，因伊方
击落美方无人机、美方据信对伊方发起网
络攻击等事件而加剧。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4 日签署
行政令，对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
里·哈梅内伊以及多名高级军官施加经济
制裁。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25 日发表电
视讲话，称美方决定“蛮横、愚蠢”，意味着
白宫对伊方制裁努力的“某种失败”。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先前
说，制裁将冻结“数百亿美元”伊方资产，
同时披露特朗普要求本周晚些时候制裁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

鲁哈尼问道：“制裁外交部长的同时，
你们还要求对话？”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
说，美方最新制裁意味伊方与美国政府的
外交途径“永久关闭”。 （新华社）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将于6月28日至29日在日本大阪府大
阪市举行。

大阪市坐落在日本本州岛西南的
大阪湾畔，濒临濑户内海，是大阪府的
首府和关西地区的工商业和水陆空交
通中心。大阪市是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
近畿都市圈的中心城市，面积225平方
公里，人口272万人。

大阪古时称“浪速”，又叫“难波”，
19 世纪起始称大阪。由于濒临濑户内
海，大阪自古就是千年故都奈良和京都
的门户，是日本商业和贸易发展最早的
一个地区。江户时代，大阪和京都、江户
并称为“三都”，商业发达。

大阪地处北温带，全年降水充沛，
年平均气温在 16 摄氏度左右。大阪市
的大部分位于地势平坦的大阪平原上，
曾多次填海以扩大陆地面积。

大阪是众多世界闻名的日本制造
业企业诞生地，大学和研究机构云集，
吸引众多海外产学合作机构进驻。近年
来，绿色创新、生物生命科学、机器人等
新产业大批涌现。

大阪以其独特的庶民文化著称。据
统计，2018 年到访大阪的外国游客为
1142万人次。

大阪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密切
的文化、经济往来，日本历史上著名的
遣隋使、遣唐使就是从当时的难波起航
的。1974 年 4 月，大阪市和上海市结为
友好城市。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二十国集团（G20）于 1999 年由七
国集团财长会议倡议成立，由中国、阿
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
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
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
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以及欧盟
等20方组成。

G20 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构
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
不同地域利益平衡，人口占全球的三分
之二，国土面积占全球的 60%，国内生
产总值约占全球的85%，贸易额占全球
的80%。

G20 成立初期运行机制为财长和
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即参与方财长和央
行行长定期对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后，G20 开始举行领导人峰会，并于当
年 11 月 15 日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峰
会。2009年9月，美国匹兹堡峰会将G20
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

目前，G20机制已形成以领导人峰
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
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
助的架构。

G20主席采取轮换制，前任、现任、
候任主席组成“三驾马车”，共同参与当
年 G20 峰会进程。迄今为止，G20 已举
行过十三次峰会。

作为创始成员，中国积极参与G20
活动，并于 2016 年 9 月 4 日至 5 日在杭
州举办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峰会
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
经济”为主题，形成了“放眼长远，综合
施策，扩大开放，包容发展”的“杭州共
识”，指明了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
理机制转型的新方向。

外交部谈中方暂停进口
加拿大肉类：
完全是依法依规行事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6日就中方将暂
停进口加拿大肉类产品应询时表示，中方
有关部门完全是依法依规行事。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
国驻加拿大使馆发消息称，中方将暂停进
口加拿大肉类产品。有人觉得这个措施是
针对孟晚舟案的对抗措施，中方对此如何
评论？

耿爽说，近期，中方的海关部门在检
验一批来自加拿大的输华猪肉产品时，验
出莱克多巴胺的残留，因此中方立即暂停
了涉事企业的猪肉产品输华，并要求加拿
大方面进行调查。

“调查发现该批输华猪肉随附的官方
兽医卫生证书是伪造的，并发现共有188
份伪造证书。这些伪造的肉类卫生证书通
过加官方证书通报渠道发往中国的监管
部门，反映出加方输华肉类监管体系存在
明显的安全隐患。”耿爽说。

他表示，中方已采取紧急预防性措
施，要求加拿大政府于6月25日起自主暂
停签发对华出口肉类证书。

耿爽说，保障中国消费者安全，维护
中国食品安全是中国政府的职责所在。中
方希望加方高度重视此次假证书事件，尽
快完成调查，并采取有效的整改措施，确
保输华食品的安全。

“你刚才提到孟晚舟案，我们的立场
非常清楚：我们要求加方认真对待中方的
严正关切，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让她平
安回到中国。”耿爽说。 （新华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7日启程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这将是习近平主席连续第七次出席或主持G20峰会。此间专家表示，在
当前国际形势下，习近平主席出席G20大阪峰会，备受各方期待，将为面临
困难的世界经济注入强劲正能量。

繁忙日程如何安排？
一是出席峰会四个阶段全体会议。二是出席三场多边“会中会”。三是举行

多场双边会见。其中，中美元首会晤，备受世界瞩目。

习近平主席出席G20大阪峰会，有
一张繁忙的日程表。

一是出席峰会四个阶段全体会议。
据了解，习近平主席将参加关于世界经
济和贸易、数字经济、包容和可持续发
展、基础设施、气候、能源、环境等议题
的讨论，深入阐述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
法主张，致力于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找根
源、把准脉、开好方。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未来各方是
走向同舟共济还是分崩离析，大家都很
关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

究员张燕生说，各方期待作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的中国为世界经济拨开迷雾。

二是出席三场多边“会中会”。除峰
会本身，习近平主席还将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俄印领导人非正
式会晤、中非领导人小型会晤，就深化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落实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问题
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务实合作。

专家表示，这些“会中会”展现了中
方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有助于围绕
重大问题进一步凝聚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国家共识，推动G20大阪峰会取得积

极成果。
三是举行多场双边会见。习近平主

席峰会期间将同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
会见，致力于深化同有关国家合作，推
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其中，中美元首会晤，备受世界瞩
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陈凤英说，美方应当认识到，在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磋商，
是解决贸易分歧的唯一出路。这不仅符
合中美两国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
愿望。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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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出席G20大阪峰会
关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新新//闻闻//背背//景景

G20于1999年成立
是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

大阪自古以来就与中国
有着密切的文化、经济往来

大阪地标性建筑天守阁

阐述哪些重要主张？
专家表示，中方始终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始终站在反对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的第一线。大阪峰会期间，中方将继续致力于同各方一道，发出支
持多边主义、支持开放包容、支持合作共赢的正义声音。

峰会前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贸易组织均发布报告，对当前世界经
济前景表示担忧，认为G20成员出台的
限制措施及其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加
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呼吁
G20成员共同努力加以应对。

对此，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当前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主要
来源于贸易紧张局势，而贸易紧张主
要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
造成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说，全球经济面临的
首要挑战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咄咄逼
人的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带来了
严重负面影响。中国坚持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给处于阴霾的
世界经济注入了正能量。”

专家表示，中方始终维护以规则
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始终站在反
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的
第一线。大阪峰会期间，中方将继续

致力于同各方一道，发出支持多边主
义、支持开放包容、支持合作共赢的
正义声音。

G20 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构
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
不同地域利益平衡，无论从体量还是影
响看都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

“当前形势下，G20 尤应展现作为
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应有担当，推
动团结协作，形成政策合力，成为世界
经济增长的稳定器。”陈凤英说。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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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看点

向世界传递什么信号？
“大阪峰会将让世人再次看到中国拥抱世界、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的开放与合作姿

态，这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投资者信心是一个明确的积极信号。”

“发展”将是大阪峰会重要议题之
一。专家表示，大阪峰会继承并延续杭
州峰会的共识和成果，尤其是对发展问
题的重视和投入，展现了中国在推动全
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引领作用。

此外，6月初举行的G20财长和央
行行长会议核准了《G20高质量基础设
施投资原则》。业内人士表示，这份成果
文件立足发展、支持发展，反映了中方
一贯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互联互
通”等重要理念。

“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中国

与广大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等方面开展合作，带动相关国家投资、
就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
也是一大利好。”张宇燕说。

峰会前，对于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
多个议题，中方频频释放正向信息——

针对个别国家肆意打压别国企业，
中方表示，愿与各方一道，坚持开放的
政策取向，为各国企业和投资者构建自
由、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见和稳定
的贸易投资环境。

针对“逆全球化”思潮，中方则倡

导，促进贸易投资与数字经济深度融
合，让新技术、新知识造福更多国家和
人民，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赢。

多位专家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不惧风雨，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信心之源。

“大阪峰会将让世人再次看到中
国拥抱世界、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的
开放与合作姿态，这对世界经济特别
是投资者信心是一个明确的积极信
号。”陈凤英说。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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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街头挂起G20大阪峰会的条幅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举办地——大阪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