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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宫22日公布了有关巴以
问题“世纪协议”的经济部分内容。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这一方案有以经
济援助为筹码对巴政治施压的意
味。鉴于巴勒斯坦方面已明确表示
反对，以色列方面态度也不积极，该
方案将很难成功。

计划庞大

按照方案规划，这笔投资中，有
390亿美元来自援助和低息贷款，另
外 110 亿美元来自私人投资。这些
投资中过半数将集中在约旦河西岸
和加沙地带，其余部分则会用于约
旦、埃及和黎巴嫩等国。目前，约旦

和黎巴嫩等国有大量巴勒斯坦难民。
根据该方案，每一笔投资都对应

一个意在促进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
具体项目，项目涵盖交通、能源、水资
源、政府改革、教育、旅游等多方面。
据美国媒体统计，该方案规划的项目
数量达到近180个。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7年上任
以来就在酝酿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

“世纪协议”，而此次公布的方案是
“世纪协议”的经济部分。特朗普的
“世纪协议”由其女婿、美国总统高级
顾问库什纳牵头制订。库什纳曾就
此许诺：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所有
人民都有权拥有一个有尊严的未来
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

意在施压

尽管库什纳把这项经济方案的
目的说得十分高尚，但分析人士认
为，美国此时提出这一方案有对巴勒
斯坦方面施压之意。

舆论普遍认为，所谓“世纪协议”
的主要思路是“投资换主权”，即许以
巴勒斯坦大量经济援助，其中多数资
金来自海湾国家，换取巴方在领土和
建国等核心政治问题上的妥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夫万·
马斯里告诉路透社记者：“不能说（新
发布的）方案是纯经济（方案），因为
这一方案有政治属性和影响。”

卡塔尔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吉德·
安萨里说，新发布的经济方案“不现
实”，不过是将先前“土地换和平”设
想改为“金钱换和平”，是对巴勒斯坦
人的“冒犯”。

多方反对

本月 25 日至 26 日，美国和巴林
将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合办题为“和平
促繁荣”的经济研讨会。届时库什纳
将向与会方兜售上述经济方案。

不过，作为当事一方的巴勒斯坦此
前已明确表示不会参加这一研讨会。
美国上述经济方案公布后，包括法塔赫
和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内的巴

不同派别于23日纷纷表示坚决反对。
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哈尼·马

斯里指出，矛盾重重的法塔赫与哈马
斯在抵制美国“世纪协议”上保持一
致，说明该协议触犯了巴人民的核心
利益，接受美国方案只会遭到人民唾
弃，巴任何政治派别都不会冒险。

而从当事另一方的以色列来看，分
析人士指出，由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面
临今年9月的大选，相比美国的“世纪
协议”，他更关心自身的政治前途。

另外，一些分析师质疑：谁将为
经济方案中提及的 500 亿美元“埋
单”？海湾国家能否在巴以问题没有
政治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掏钱”？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国际观察
美国欲以经济援助对巴勒斯坦政治施压

“世纪协议”难以落地

主打经济的中东和平新方案一见光就受阻

美公布“世纪协议”巴方“不买账”
美国白宫22日发布中东和平新方案的经济方案，打算10年内筹募超过500亿美元资金，为巴勒斯坦创造100万个就业

岗位。美方把中东和平新方案称为“世纪协议”，但巴勒斯坦方面对该协议并“不买账”。此外，这一方案也遭到多个阿拉伯国
家和一些国际组织反对，认为美方试图“收买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大约
两年前责成他的女婿、总统高级顾
问贾里德·库什纳等人制定中东和
平新方案。白宫22日在网站上发
布“世纪协议”经济部分内容，名为

“和平促繁荣”，篇幅大约40页。
方案提出3项倡议，分别侧重

于巴勒斯坦经济、人民生活和政府
领导力，最主要目标是10年内为巴
勒斯坦筹募超过500亿美元投资。
这笔资金将由一家跨国银行管理，
而非巴勒斯坦政府。

方案预期包括：巴勒斯坦的国
内生产总值十年内至少翻番，失业
率降至个位数，贫困率降低50%。

在3项倡议的框架内，方案列
出多个经济项目，如花费5900万美
元升级改造加沙地带最大发电站；
用5000万美元在加沙地带或约旦
河西岸建造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投
入9000万美元改造巴勒斯坦的公
路、客运站和出入境关口。

在促进旅游部分，方案预期给
予巴方最多15亿美元优惠融资和
5亿美元贷款，乃至提及拉姆安拉
的冰激凌和纳布卢斯当地美食。

美国和巴林定于25日至26日
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合办主题为“和
平促繁荣”的经济研讨会。美方打
算把“世纪协议”经济部分内容交由
会议讨论。

事无巨细

美国总统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近日出访中东各国，力推号称“世纪协议”的中东和平新方案。 新华社发

伊朗方面22日密集发声，警告美
方不要动武。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
布法兹勒·谢卡尔奇说，美国及其中东
盟友的利益“在火药桶”上，如果美方
动武，等同于“向火药桶开火”，“整个
地区将陷入火海”。

革命卫队航天部队司令阿米拉
利·哈吉扎德警告，如果美方再次侵犯
伊朗主权，伊方将以先前方式回击。

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22
日在“推特”上传一张地图，重申美军
无人机遭击落时处于伊朗领空。美军
先前发布地图，称无人机没有进入伊
朗领空。

伊朗外交部22日召见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驻伊朗使馆临时代办，就
美军无人机从阿联酋起飞提出“强
烈抗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同一
天报道，伊朗国防部一名前承包商雇
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已经接受
死刑处决。报道说，他名为贾拉勒·
哈吉·扎瓦尔，间谍身份多年前败露，
调查人员在他家中搜出文件和装
备。扎瓦尔被判死刑，他的妻子因为
参与间谍活动而被判处15年监禁。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示“强硬”
伊朗已处决一名在国防部
卧底多年的美中情局间谍

美国要对伊朗追加“大制裁”

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 22
日威胁伊朗，下周
将追加“大制裁”，
而且他没有“放
弃”军事打击，只
是“推迟”。

美国媒体报
道，美方 20 日对
伊朗发动秘密网
络战。

特朗普同时
抛出“胡萝卜”，说
如果伊方同意与
美方达成新协议，
会有经济好处，他
愿意与伊方“做朋
友”。

特朗普22日在社交媒体“推特”
写道：“我们周一将对伊朗追加多项大
制裁。”

他21日在“推特”发文，说他前
一天叫停对伊朗的报复性军事打击，
同时美方追加多项制裁措施。两条
推文都没有披露制裁措施细节。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击落
一架美军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认定
它侵犯伊朗领空。特朗普起初批准
报复性打击伊朗，行动开始前最后一
刻下令中止。特朗普22日在另一条
推文中写道，“从来没有收回”打击伊
朗的命令，“只是现在不执行”。

多家美国媒体22日报道，特朗普
20日批准美军网络司令部对伊朗发
动网络攻击。《华盛顿邮报》和美联社
报道，网络攻击瘫痪了伊方控制火箭
和导弹发射的电脑系统；雅虎新闻网
站报道，网络攻击针对与革命卫队关
联的一个“间谍团体”，后者过去数年
经由网络追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军
用和民用船只，与两艘油轮13日在阿
曼湾遇袭事件有关联。美方指认油轮
遇袭是伊朗方面所为，后者坚决否认。

美方和伊方没有确认或否认上
述媒体报道。

挥“大棒”
特朗普：“从来没有收回”

打击伊朗的命令

美国政府去年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恢复和追加对伊朗制裁，
两国关系严重恶化。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方制裁重
创伊方经济。他21日呼吁伊方与美
方谈判并达成协议。“如果他们愿意，
我们与他们可以很快达成协议。”他
说，伊朗将摆脱制裁，“再次富裕和繁
荣”，“我将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

特朗普证实，无人机遭击落时，
美军一架由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在附
近飞行，搭载30多人，伊朗方面没有

对那架飞机开火。伊方先前说，那是
一架P-8型反潜巡逻机，伊方只向无
人机开火，“以示警告”。

“他们没有把它也打下来，是很
明智的决定，”特朗普说，“我认为这
件事很值得赞赏。”

媒体先前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力主对伊朗
强硬。特朗普承认博尔顿是“绝对鹰
派”，说“我还有不持那样立场的人，
我听取两派人的建议，有两派人非常
重要”。

抛“萝卜”美方呼吁若伊朗重回谈判桌将摆脱制裁

金正恩收到特朗普亲笔信
据新华社平壤 6月 23日电 （记者程大雨

江亚平）据朝中社23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收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笔信。金正恩
表示，“信中包含良好内容”，他对“特朗普总统
的政治判断能力和非同寻常的勇气”表示谢意，
并表示他将“慎重考虑（信中）有趣的内容”。

朝中社同时播发了一张金正恩坐在桌前阅读
信件的照片。但报道没有披露亲笔信的具体内容
和金正恩收到信的时间。

普京：

俄罗斯不会放弃南千岛群岛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23日电 （记者栾海）

据俄罗斯媒体22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
说，俄不会放弃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
岛）。普京还说，俄制定了一整套开发远东包括
南千岛群岛的计划，“我们将发展远东地区的经
济和基础设施”。

本月20日普京在电视直播节目“与普京直接
连线”结束后说，他愿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续就
签订和平条约等问题进行对话。

日本北海道以北的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
岛被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
岛。这些岛屿二战前属于日本，二战后被苏联占
领，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作为继承国实际控制。

根据普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年会晤结
果，俄日双方商定以1956年《苏日共同宣言》为基
础，加快和平条约谈判进程。宣言中有关条款规
定，苏联在条约缔结后向日本移交争议岛屿中面
积较小的色丹和齿舞。

6月23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共和人民
党候选人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与夫人在投票站
准备投票。

当日，土耳其重新举行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
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5月6日宣布，撤销伊斯
坦布尔市长选举结果并重新举行选举。新华社发

土耳其重新举行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

华为美国公司起诉美商务部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2日电（记者周舟）华

为美国公司日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地区法院起
诉美国商务部，认为美国商务部扣押华为设备并
迟迟不作出相关决定的行为“非法”。

法院公开的诉讼文件显示，2017年，华为将
包括一台计算机服务器和一台以太网交换机在内
的多件原产于中国的电信设备运往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一家独立实验室检测，完成检测后计划将设
备运回。当年9月，这些设备在运回中国的途中
被美国商务部以调查是否需要出口许可为由，扣
押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

华为方面表示，截至提起诉讼时，这些设备已
“在阿拉斯加的仓库中陷入官僚主义僵局”，长达
632天。诉讼文件主张，不论美国商务部最初扣
押设备是否存在过错，无故拖延作出是否放行的
决定都是“非法的”。

脸书拟发加密货币
据新华社纽约6月23日电（记者潘丽君）美

国社交媒体企业脸书近日宣布将发行加密数字
货币Libra，引发市场关于其可靠性、波动风险和
数据安全等方面的热议。分析人士指出，脸书及
其合作企业用户规模庞大，或将为这一加密货币
带来大量用户，并在金融领域产生一定影响，但
项目还处于早期阶段，其发展仍有待观察。

脸书方面表示，Libra基于区块链技术，由真
实资产支撑、独立协会管理。目前，协会创始成员
包括万事达、威士、Paypal和优步等28家知名企
业。脸书希望明年正式运营该货币时，协会成员
能达到100家。脸书还将为用户提供Calibra钱
包服务，将钱包植入即时通信软件，方便用户存
储、支付或交易货币。

“美人鱼”游行

C

B

白宫发布“世纪协议”后，巴勒
斯坦方面重申反对“世纪协议”。
多个阿拉伯国家的经济部长23日
将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紧急会
议。阿拉伯国家联盟助理秘书长
胡萨姆·扎基22日晚告诉媒体记
者，会议将讨论阿拉伯国家如何就
建立巴勒斯坦国向巴方提供金融
和安全网络。

巴勒斯坦方面先前说，不接受
“世纪协议”，不参加在巴林举办的
经济研讨会。黎巴嫩、伊拉克等国
家同样抵制会议。

阿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等组织
就巴以问题先前多次声明，不接受
任何与国际准则相违背的协议，反
对所谓“世纪协议”。

就巴方抵制巴林会议，一些分
析师有不同看法，说巴方断然拒绝
参会“不明智”，“听听没坏处”。

路透社报道，尽管沙特阿拉
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约
旦、摩洛哥等国确认参加巴林会
议，“世纪协议”在海湾地区所获支
持“有限”。

埃及政治分析师贾迈勒·法赫
米说，国土不容出卖，“这份计划更
像是房地产经纪人的创意，而非政
治家的方案。即便是温和的阿拉
伯国家也难以公开支持它”。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前景难料

方案发布不久，多国官员和分
析师提出各种质疑，其中之一是这
份经济方案没有政治基础支持，“没
有成功的希望”，“浪费时间”。

白宫先前说，“世纪协议”的
政治方案部分预期推迟至今年11
月发布，原因是以色列定于9月重
新举行议会选举。《华盛顿邮报》

报道，美国政府有意分阶段出台
经济方案和政治方案，以免遭到
更多反对。

白宫发布“世纪协议”经济方案
以前，多家媒体曝光政治方案内
容，指认“世纪协议”试图以金钱作
为杠杆，撬动巴勒斯坦方面放弃某
些政治诉求，包括以经济补偿换取

巴方放弃对一些土地的所有权和
不能建立军队。

以色列报纸《今日以色列》5月
报道，“世纪协议”试图推动在约旦
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名为

“新巴勒斯坦”的国家，土地面积比
“两国方案”所主张的巴勒斯坦国
大为缩小。

质疑颇多

6月22日，一名女士在美国纽约参加“美人
鱼”游行。一年一度的“美人鱼”游行22日在纽
约科尼艾兰海滨举行。参加游行的人们装扮成
美人鱼以及海洋生物，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
观看。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