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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艰苦密集的多轮双边和
多边磋商，伊朗核问题谈判各方2
日终于就主要焦点问题达成框架
性解决方案，这让国际社会看到
了在6月底前达成最终全面协议
的曙光。

成果来之不易，这是各方共同
努力的结果，而中国作为谈判重要
一方，在谈判艰难时刻多次提出建
设性方案，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
智慧”，不断为谈判朝着积极方向推
进注入动力。

马拉松式的伊核谈判已历时
12 年，谈判之路波折坎坷，凸显
谈判所涉及的政治和技术问题
之复杂，影响谈判的内外因素之
多，以及化解谈判各方分歧难度
之大。

在各方分歧较大、部分利益攸
关方历史积怨和疑虑较深的背景
下，中方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
用，各方在最新一轮谈判中通过不
断释放诚意、协调立场、明确焦点
并逐步化解分歧，最终取得如今的

积极成果。
中方作为伊核问题六国之一，

始终坚持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
系、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出发，主张
通过外交努力、以谈判方式和平解
决问题，并力促有关各方采取灵活
务实姿态，展现外交智慧，推动谈判
在正确轨道上进行。

在谈判进程中，中方努力寻找
并汇集各方立场中的积极因素，形
成解决问题的思路，为推进谈判贡
献了中国智慧和正能量。而中方所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受到谈判各方
的高度重视。

现在距伊核谈判达成全面协议
的最后期限已不足三个月，但目前
各方在很多技术细节上仍存在不小
分歧。为防止谈判功亏一篑，使谈
判各方保持定力、坚定信念、相向而
行，中方又为下阶段谈判提出了四
点主张，指明方向。

在解决谈判所涉及的技术细节
问题上，中方审时度势，既看重专业
支撑，更抓住问题的关键症结——

伊朗核问题说到底还是政治安全问
题。有关各方加强政治引领，适时
做出政治决断，对早日达成全面协
议至关重要。

在具体的谈判方式上，中方给
出了对策建议，认为各方应坚持分
步对等的原则，应意识到解决任何
问题都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分阶
段、对等地向前推进谈判进程，而
各方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
务。考虑到目前遗留的几个焦点
问题实际上相互关联，中方建议各
方发挥创造性思维，考虑采用一揽
子解决方案。

寒冰不能断流水，枯木也会再
迎春。伊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的曙
光就在不远的前方，但曲折和困难
在所难免，谈判各方只有珍视来之
不易的成果，抓住机遇，才能跨越最
后的障碍，早日全面解决伊核问题，
同时也为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安宁
作出贡献。

记者凌馨 张淼
（据新华社瑞士洛桑4月3日电）

在谈判艰难时刻多次提出建设性方案

“中国智慧”助力伊核谈判前行
经过最近几天紧张、密集的会谈，伊朗

核问题有关各方2日终于就如何解决这一
问题的焦点争端达成框架性解决方案。

曾几何时，在伊核问题谈判中各方连
讨论的议题都无法达成一致，出现过在谈
判中各说各话的尴尬局面。那么，为何这
次谈判能够取得预期成果？分析人士认
为，这有多方面因素。

首先，推动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已成
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主要大国共同推动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伊朗和西方国家都面临解决伊
核问题的紧迫性。

多年来，由于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西
方无法摆脱对伊朗“可能会拥有核武”的担
忧，同时也不想因此问题被迫再陷入一场
战争。对伊朗的长期制裁也没有解决问
题。因此，谈判成为现实的选择。

在伊朗方面，连年的制裁造成该国
石油收入大幅下降，每年损失数百亿美
元。许多伊朗民众的生活也因此受到严
重冲击，当地货币大幅贬值，失业率居高
不下。

对国际社会来说，扼守世界交通要道

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一旦因核问题爆发新
的军事冲突，必将使全球经济重回严冬。

观察人士指出，解决伊朗核问题框架
方案的达成再次表明，不断增进互信、推进
协商对话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出路，而互
相猜疑、经济制裁和武力威胁只会将伊朗
核问题推进“死胡同”。

伊朗核问题12年前正式浮出水面。
2003年初，伊朗宣布发现并提炼出铀后，
其核计划立即遭到美国的“严重质疑”，并
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在此后的博弈
中，伊核问题很快陷入制裁、挑衅、再制裁、
再挑衅的怪圈。

面对伊核问题带来的困境，美国和
伊朗都不得不调整政策。伊朗总统鲁哈
尼2013年 8月上任以来，频频释放温和
信号，在核问题上展示了务实和开放的
态度。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放弃了实行
了30多年的、拒绝与伊朗进行直接谈判
的政策。

事实证明，解决伊朗核问题最有效的
途径是谈判而绝非“硬碰硬”。

记者聂晓阳 施建国
（新华社瑞士洛桑4月2日电）

解决问题不是靠“硬”

伊核谈判为何能拿出成果？

伊核问题框架协议出炉

也门安全官员说，“基地”组织武装人员2日猛攻
穆卡拉市一座监狱，放走包括一名“基地”高层在内的
大约300名囚犯，两名狱警和5名囚犯在冲突中死亡。

被劫走的囚犯大部分是“基地”成员，包括“基
地”阿拉伯半岛分支高级指挥官哈立德·巴塔尔。巴
塔尔4年多前入狱服刑，他2011年至2012年领导
武装人员与也门政府军对抗，夺取东部和南部大片
区域，由此树立名声。

“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活跃在也门，美国视其为
“基地”最危险的一个分支。 安晓萌（新华社特稿）

也门“基地”劫狱
300囚犯逃脱

据新华社纽约4月2日专电（记者李大玖 刘
莉）美国纽约两名女子2日遭到逮捕，被控自制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合谋在美国本土制造恐怖袭击。

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当日发表的起诉书对28岁的
诺埃尔·韦伦扎斯和31岁的阿西娅·西迪基提出指
控。如果两人全部罪名成立，最高可面临终身监禁。

根据起诉书，韦伦扎斯及其前室友西迪基曾反
复表示支持在美国发动恐怖主义暴力袭击。韦伦扎
斯赞扬9·11恐怖袭击并视“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
拉丹为英雄。2014年以来，两人涉嫌自制爆炸装置
用于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她们从互联网上查找有
关资料，并已获取制造汽车炸弹等所需的一些材料。

纽约两妇女
被控合谋制造恐袭

4月2日，在肯尼亚东北部加里萨市莫伊大学，
安全部队成员疏散一名学生。

肯尼亚内政部长约瑟夫·尼凯瑟利2日晚说，索
马里宗教极端组织“青年党”当天在肯东北部加里萨
市莫伊大学制造的袭击事件已造成147人死亡。截
至目前，4名歹徒均被击毙，营救行动已经结束。

新华社/法新

4名歹徒均被击毙
营救行动结束

肯大学遇袭事件致147人丧生

4月2日，在中国海军临沂舰上，随舰医疗队为
外国公民测量血压（见上图）。当日，乘坐中国海军
临沂舰撤离也门的225名外国公民当地时间2日
19时15分平安抵达吉布提港，后续工作将由各国
驻吉布提使馆负责安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日前中方协助撤离巴基斯坦等10国在也门公
民，是中国政府首次为撤离处于危险地区的外国公
民采取的专门行动。

她说，此次撤离是中国政府应有关国家请求开
展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也是中国政府首次为撤离
处于危险地区的外国公民采取的专门行动，充分体
现了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国际主义、人道
主义精神。 新华社发

中国军舰首次协助撤离
10国在也公民

马拉松式谈判历时12年

为6月底前达成最终全面解决方案打下基础

观察人士认为，伊朗核问题框架性解
决方案的达成，使有关各方实现共赢成为
可能。

对美国来说，这一解决方案应该是奥
巴马政府执政以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地区
棘手难题的“最大成果”之一。对包括美国
在内的西方国家来说，该方案可以避免他
们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要么面对一个

“可能会拥有核武”的伊朗，要么在中东地
区发动又一场战争来阻止伊朗“最终拥有
核武”，而这两者都是其不愿看到的。

对伊朗而言，虽然这一框架性方案并
不会立即带来制裁的解除，但会带来放松
甚至取消制裁的预期和乐观情绪，有助于
缓解伊朗面临的经济压力。从长远来看，
制裁的最终解除将会打消国外投资者前
往伊朗的顾虑，而伊朗与西方关系的缓和
也有助于外资进入伊朗市场，进一步推动
伊朗经济发展。

对整个中东来讲，这一框架性方案大
大降低了因为伊核问题爆发新的战争的
可能性，有利于维护中东稳定。虽然以色
列对谈判解决伊核问题持怀疑态度，而且
并未放弃军事手段的选项，但在强大的国
际压力面前，它贸然采取军事手段的可行
性显著下降。

对中国来说，虽然这一框架性方案可
能最终导致中国企业在伊朗面临更多西
方企业的挑战，但中国企业与伊朗方面的
合作也可能因为国际社会最终取消对伊
制裁变得更加顺畅。

（据新华社电）

各方表态 积极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日通
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祝贺伊朗核
问题谈判各方当天达成框架性解
决方案，称这一框架为在今年 6
月 30日前达成全面协议铺平了
道路。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应询向记
者表示，中方欢迎伊朗核问题谈
判达成的重要共识，这是给当今
世界带来的一个好消息。六国与
伊朗都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也
为下步达成全面协议奠定了坚实
基础。王毅表示，达成全面协议
还需要进一步谈判。中方呼吁各
方珍惜迄今取得的成果，积累更
多的有利条件，排除可能出现的
各种干扰，坚定推进并完成这一
历史进程。

美国总统奥巴马2日表示，当
天达成的伊朗核问题框架协议将
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实现了美方
的“核心目标”。奥巴马表示，如果
谈判双方能在框架协议基础上达
成全面协议，美国及其盟友，以及
全世界都将会更加安全。他还强
调，外交手段能更加“全面且持久”
地解决伊朗核问题，这是目前为止
相关各方的“最佳选项”。

但美国国会一些对伊朗持强
硬态度的共和党议员也不买账。
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称，伊朗将
继续利用核计划“破坏地区稳
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

勃·科克表示，外交委员会本月将
就一份法案投票，试图让国会对
可能达成的伊核问题最终协议具
有表决权。

伊朗外长扎里夫3日在德黑
兰梅赫拉巴德机场表示，根据已达
成的框架性解决方案，伊朗实现了
自己的目标。其中之一是保留了
所有的核设施，伊朗将根据各方认
可的规划和范围，继续开展核技术
的研发。另一项成就是明确了在
核查基础上冻结所有对伊制裁。
扎里夫表示，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确
认伊朗遵循核相关要求的前提下，
美国政府被要求立即冻结所有制
裁，逐步解除制裁的做法将违背共
同声明。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说，
国际社会“从未就达成一份阻止
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协议距离如
此近”。

以色列的立场仍然强硬，认
定这份协议“不好”。以色列坚决
反对与伊朗妥协。以方官员当天
说，达成框架协议是“历史性错
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
亚胡称，基于框架协议的最终协
议“将威胁以色列的生存”，“不能
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只会为此
打下基础”。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突尼斯4月2日电（记者陈斌杰）突尼
斯内政部2日晚发表公报说，当局已逮捕全部46名
涉嫌参与巴尔杜博物馆武装袭击事件的嫌疑人。

公报说，突尼斯军警2日抓获了21名涉案嫌疑
人，这些嫌疑人分属于两个独立的武装团伙。加上
之前抓获的嫌疑人，目前46名与袭击案有“直接联
系”的嫌疑人已被全部逮捕。

公报说，21名嫌疑人中一部分人涉嫌为武装袭击
者提供武器和物资，另一部分人涉嫌参与策划袭击。

3月18日，突尼斯巴尔杜博物馆发生了一起严
重的武装袭击事件，造成23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

突尼斯巴尔杜博物馆
袭击事件嫌犯全部落网

经过马拉松式艰难谈判，伊朗核
问题谈判2日终于达成框架协议，为
6月底前达成最终全面解决方案打下
基础。

伊朗、欧洲联盟、伊朗核问题相
关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
国和德国）当天在瑞士洛桑达成框架
协议。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
代丽卡·莫盖里尼与伊朗外长贾瓦

德·扎里夫代表各方在洛桑发表
共同声明，宣布各方对限制伊

朗核设施规模、分布、铀浓
缩能力、核材料贮存等

事宜作出约定，提
出国际社会

帮助伊

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方案，同时承诺将
终止美国和欧盟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
裁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制裁
决议。

声明说：“今天，我们迈出了决定
性一步，就最终协议的主要焦点问题
达成了框架性解决方案。这一成果
的取得是各方通力合作和努力的结
果，也是各方政治决断和良好意愿的
体现。”

按照美国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
伊朗同意把铀浓缩离心机数量从1.9
万台削减至6104台，而且未来将仅保
持5060台运转。

伊朗将把现有的低丰度浓缩铀库
存从1万公斤削减至300公斤；15年
内不新建任何铀浓缩设施。

位于伊朗圣城库姆附近深山
中的福尔多铀浓缩设施至少 15

年里不再用于铀浓缩，用
途将转为核技术

研究。

福尔多核设施停止铀浓缩后，纳
坦兹核设施将成为伊朗唯一用于铀浓
缩的设施。

按照协议，纳坦兹核设施将把现
有的1000台第二代离心机交由国际
原子能机构监管。先进离心机的研发

将受到限制，确保伊朗至少不能在一
年内获取足够的武器级浓缩铀以制造
核武器。

伊朗阿拉克重水核反应堆将
改造，从而不再提炼可
用于制造

核武器的钚，而且伊朗15年内不得新
建重水核反应堆。

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对伊朗核设施
和核活动进行核查。

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遵
守了协议核心内容，欧盟和美国将终
止所有针对伊朗核计划的经济和金融
制裁。

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将通过一
个新决议，授权在伊核问题最终全
面协议中终止安理会先前所有与
伊核问题相关的决议，并约定
一定期限内相关必要的限制
措施。

惠晓霜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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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伊核问题六国、欧盟和伊朗谈判代表当日在瑞士洛桑发表共同声
明后合影。 新华社/路透

英国

美国
俄罗斯

伊朗
欧盟中国

德国

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