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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24日说，制裁什么时候
解除将视伊方反应而定，可能明天
解除、“可能要很多年”。

只是，美国财政部前高级官员
约翰·史密斯告诉路透社记者：“一
般说，当你制裁一个国家的元首
时，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在欧洲和
亚洲的不少盟友认为，美方“抛弃”

伊核协议构成“错误”，担心美伊相
互误判，“擦枪走火”乃至爆发军事
冲突。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说，英方对当前局势担忧，将尽力
寻求为局势“降温”。“我们不认为
任何一方希望开战，但我们非常担
心，可能卷入一场意外的战争。”

一些分析师说，美方对伊方

“极限施压”、让伊朗经济陷入
困境，可能迫使伊方采取激进
策略。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索
瓦·德拉特告诉媒体记者，法方认
为，“极限施压”只有配合“极限外
交”才有意义，各方必须寻求外交
解决方案。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去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随后恢复并追加对
伊制裁。两国紧张关系最近因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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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美方制裁，伊朗常驻联合国
代表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希24日
告诉媒体记者，伊方不会在遭受制
裁威胁的情况下与美方对话，制裁
是美方“不尊重国际法和秩序”的

最新例证。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4日应美

方请求，就海湾地区多艘油轮遇袭
召开闭门会议。美方指认伊方关
联油轮遇袭，伊方多次否认。

拉万希说，如果美方希望地
区紧张局势“降级”，应该停止“军
事冒险主义”，包括撤回部署在伊
朗周边的海军舰队，同时停止对
伊朗发动“经济战”。

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社交媒体
“推特”写道，美方一些“鹰派”人士
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他们不想要外
交，只渴望战争”。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
里·涅边贾告诉媒体记者，一些伊
朗官员曾告诉他，“刀架在脖子上
的时候不可能对话”。“如果你要施
行最严厉制裁，那么，你想要什么
样的对话？”

白宫24日发布制裁清单，列
入哈梅内伊和最高领袖办公室；同
时列入其他向哈梅内伊提供支持
的个人或机构。美国财政部宣布，
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名高
级指挥官。

多家媒体以“没有先例”描述美
方制裁，因为这是美方首次把伊朗最
高领袖直接列为制裁目标。最高领
袖是伊朗宗教和政治最高领导人。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只有赛

义德·鲁霍拉·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两
人担任这一职务。

特朗普在白宫告诉媒体记
者，制裁是对伊朗近期“挑衅”的
回应，“强硬且恰当”，“我们将继
续对德黑兰施压，直至伊朗方面
改变恶意行为，包括试图拥有核
武器”。

他说，追加制裁部分是为了回
应伊朗上周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
哈梅内伊对这一“敌对行为”负有

“最终责任”；制裁将阻止哈梅内
伊、他的办公室以及与上述二者关
系密切的个人和机构获得“关键资
金资源和支持”。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
说，制裁将冻结“数百亿美元”伊方
资产，“一些人说这些（制裁）带有象
征性，事实根本不是那样”。他同时
披露，特朗普要求他本周晚些时候
制裁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
德·扎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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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美方首次把伊朗最高领袖列为制裁目标。伊朗官员随后回
应，伊方不会在承受压力的情况下与美方对话。

美国制裁哈梅内伊及伊朗多名高官
这是美方首次把伊朗最高领袖列为制裁目标

伊朗最高领袖被制裁没有先例

美“鹰派”人士渴望对伊动武

盟友担忧美伊相互误判“擦枪走火”

国际空间站3名宇航员返回地球

特朗普在白宫办公室展示签署的行政令。 新华社/路透

德国战机空中相撞
飞行员1死1伤

6月24日，在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一
架燃烧着的“台风”战机从空中坠落。

德国空军两架“台风”战机24日在德国北部
空中相撞坠毁，一名飞行员丧生，另一名飞行员受
伤。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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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认为，此轮制裁是美国对伊“极限施压”的升
级，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有些黔驴技穷，很难迫使伊
朗屈服，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地面工作人员帮助美国宇航员安妮·麦克莱恩离开返回舱。 新华社/美联

“猎鹰重型”火箭
将多颗卫星
送入不同轨道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5日电（记者
周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
型”火箭25日完成一次具有挑战性的发
射，将24颗卫星送入3个不同轨道。

当地时间25日2时30分（北京时
间25日14时30分），“猎鹰重型”火
箭在夜幕下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
航天中心腾空而起。“猎鹰重型”火箭
去年2月首次发射，今年4月首次商
业发射，也是首次在夜间发射。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
马斯克将这次任务称作公司史上“最
难的发射”，原因是火箭上面级发动机
会先后4次点火，将24颗卫星送入3
个不同轨道。发射大约24分钟后开
始陆续确认这些卫星成功入轨。

这次发射的“猎鹰重型”火箭有多
重任务。除了执行美国空军的“太空
测试项目2”任务，还要将美国航天局
的“深空原子钟”等设备送入太空。

另一项任务计划测试美国空军研
究实验所开发的一种高性能绿色推进
剂，旨在替代高毒性的肼推进剂。

本次任务载荷还包括首个在地球
轨道上受控运行的“太阳帆”飞行器。

“太阳帆”飞行器由于不需要燃料，被认
为是未来太空探索的一种重要工具。

英国F-35战机
首次在中东执行作战任务

据新华社尼科西亚6月25日电（记者张保
平）英国驻塞浦路斯部队25日发表声明说，塞浦
路斯英国空军基地的F-35战机成功完成了在叙
利亚和伊拉克的首次作战任务。

声明说，作为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行动
的一部分，F-35B“闪电”战机与“台风”战机一同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上空执行了作战任务。

英国国防大臣彭妮·莫当特24日在访问塞浦
路斯南部的阿克罗蒂里英国空军基地时说，这些
飞机自5月21日以来一直在该空军基地，此前只
参与监视和支援飞行。“这些飞机已经通过了他们
所接受的每一次训练。”莫当特还说，F-35战机

“在未来几十年将成为英国防空系统的支柱。”

欧洲委员会
恢复俄罗斯表决权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25日电（记者王子辰）欧
洲委员会25日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在该机构议会
大会程序规则中增补一条规定，这条规定在事实上
恢复了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的表决权。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当天以119票同意、62
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上述决议。决议所涉及的
增补规定明确了对欧洲委员会成员国驻该机构议
会大会代表投票和发言等权利的保障，并“邀请现
在大会中没有派驻代表的成员国议会提交参加
2019年6月大会议程的代表资格凭证”。

决议未直接提及俄罗斯，但在事实上恢复了
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的表决权。

欧洲委员会是一个全欧范围的组织。俄罗斯
于1996年加入该组织。2014年4月，欧洲委员
会议会大会通过决议，以克里米亚问题为由取消
了俄罗斯的表决权等。俄多次要求恢复俄在该组
织的一切合法权利。2017年9月，俄停止向欧洲
委员会缴纳会费。欧洲委员会表示，如果俄不在
2019年年中前恢复缴纳会费，俄罗斯可能会被开
除。乌克兰等国坚决反对恢复俄罗斯表决权。

6月24日，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右）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
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发表声明。

以色列、美国和俄罗斯三国负责国家安全的
官员24日开始在耶路撒冷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三
方会议。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会议将持续至
26日，主要讨论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问题。

新华社/基尼图片社

以美俄举行叙利亚问题三方会议

来自不同国家的3名宇航员25
日安全返回地球，结束在国际空间站
半年多的任务。

历经3个半小时飞行，俄
罗斯“联盟”号载人飞船当
天上午8时47分在哈
萨克斯坦草原着
陆，比预定时间
提前不到一

分钟。
美联社报道，俄罗斯人、队长奥

列格·科诺年科第一个
出舱，面露疲乏；

美国人安妮·麦克莱恩和加拿大人
戴维·圣—雅克精力相对充沛，向迎
接他们的飞船回收和宇航员搜寻小
组人员竖起拇指。

三人稍后在飞船旁边的躺椅上
休息并接受初步体检。

一名记者问科诺年
科是否喜欢当时的天

气，这名经验丰富

的 宇 航 员 打 趣 说 ，在 太 空 度 过
204 天后，“乐见任何一种天气”。

科诺年科迄今完成4次太空任
务。麦克莱恩和圣—雅克是头一
次进入太空。3 人是俄罗斯载人
飞船去年 10月发生事故后首批执
行太空任务的宇航员。

去年10月，搭载“联盟”号载人
飞船的火箭升空几分钟后出现故
障，迫使俄罗斯籍宇航员阿列克谢·
奥夫奇宁和美国籍宇航员尼克·黑
格紧急着陆。

法新社报道，尽管奥夫奇宁和
黑格安然无恙，这是俄罗斯载人飞
船在苏联时期以后首次发射失败，
打击俄罗斯引以为傲的航天工业。
或许为提振信心，科诺年科等3人赴
国际空间站的时间从去年12月 20
日提前至同月3日。

自美国航空航天局 2011 年终
止航天飞机项目，俄罗斯成为唯一
用载人飞船搭载宇航员往返国际
空间站的国家。美方 2014年授予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波音公司合
计金额接近 70 亿美元的合同，由
这两家私营企业研发载人飞船并
试验飞行。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行
政令时表示，此次制裁是对伊
朗击落美国无人机等近期一系
列行为的回应，将切断哈梅内
伊、最高领袖办公室及相关人
员的重要财政来源。

美财政部长姆努钦当天在
记者会上除宣布制裁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8名高级指挥官外，
还表示特朗普已要求他本周晚
些时候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

美方此轮制裁和威胁被认
为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极限施
压”的延续和升级，目的是迫使

伊朗就核问题与美国重新谈
判。美国政府对此也直言不
讳。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声明
说，美国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
经济极限施压将会持续，直到
伊朗决定就一个新的全面协议
展开谈判。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
究员罗伯特·艾因霍恩认为，美
国政府并没有当下就与伊朗谈
判的兴趣，而是试图利用更持
久的制裁使伊朗绝望从而被迫
进行谈判，并在谈判中单方面
做出让步。

针对美国的最新制裁，伊朗
方面给出了强硬回应。伊朗外
交部发言人穆萨维24日表示，伊
朗并不在乎美国的新制裁，所谓
的新制裁不过是宣传工具。对
伊朗最高领袖和外交负责人实
施“徒劳的”制裁意味着与美国
外交路径的“永久关闭”。

伊朗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长
穆罕默德·贾赫鲁米当天也表
示，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了网
络攻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成功过一次”。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在 40
年前的伊斯兰革命时期就已开
始同美国的制裁和孤立周旋，
并且在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
中经历了艰难时刻，深谙如何

在制裁中维持国家和社会的运
转。尽管去年以来美国不断升
级的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严
重影响，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
表明伊朗会屈服于美国的“极
限施压”。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
目主任阿里·瓦埃兹说，对伊朗
而言，最不能接受的不是制裁
本 身 ，而 是 屈 服 于 美 国 的 制
裁。伊朗认为必须要向美国证
明，想凭借“极限施压”迫使伊
朗屈服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曾参与伊核协议谈判的美
国前副国务卿温迪·舍曼表示，
除非美国对伊朗做出一定让
步，否则伊朗绝不会在被胁迫
的情况下走向谈判桌。

分析人士指出，相比于军事
打击，经济制裁成本低、风险小，
而且一旦成功，效果或许不亚于
军事打击。不过直接制裁他国
最高领导人的做法相当罕见。
此举作为“极限施压”的手段极
具象征意义，但实际意义却不
大，说明美国在对伊经济制裁方
面可用的措施已经不多。

尽管白宫在当天发布的制
裁声明中提出多重目标，包括伊
朗放弃核计划、改变“具有破坏
性的行为”、“带着善意”回到谈
判桌前等，但专家指出，新制裁
难以达成这些目标，只会加剧双
方对峙，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
激化。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主席
罗伯特·马利认为，新制裁“不合
逻辑、适得其反、毫无是处”。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中东安全项目主任伊兰·戈登

堡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网站
上撰文警告说，尽管美伊双方
主观上都不希望发生战争，但
一个微小火花经过双方误判以
及冲突升级的逻辑，仍然可能
升级为战争。

分析人士指出，自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20日击落一架美
军 RQ-4 无人机后，美伊紧张
局势陡然升级。美方此番直接
针对伊朗最高领袖的制裁很可
能招致伊朗再次“反击”，而特
朗普下一次能否控制身边“好
战”的属下仍是未知数。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伊朗问
题专家芭芭拉·斯莱文表示，过
去几周的一连串事态表明，现
在是时候展开外交对话，以走
出目前的混乱局面。

（新华社华盛顿6月24日
电 记者刘品然 刘晨）

“极限施压”升级

伊朗拒绝屈服

紧张局势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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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一些超级富豪呼吁
开征“富人税”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4日电（记者熊茂伶）
美国一些超级富豪24日发布联名信，呼吁参加
2020年总统大选的两党竞选人支持对美国最富
有的千分之一群体征收适度的“富人税”。

该联名信由包括迪士尼家族继承人阿比盖尔·
迪士尼、脸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以及著名投
资人乔治·索罗斯在内的18名超级富豪联名签署。

他们在信中援引经济学家的分析说，美国最
富有的千分之一群体今年预计缴税额占其财富的
比重仅为3.2%，而在财富金字塔下部的99%美国
人今年预计缴税额占其财富的比重高达7.2%。

联名信说，民调显示大部分美国人都支持对
最富有群体征税。目前已有包括马萨诸塞州联邦
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内的数名总统竞选人公
开支持这一政策。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进一
步加剧了美国民众的收入不平等，因为超级富豪
比中低收入群体获得了更多的减税红利。

一项研究显示，过去30年来，美国最富有的
1%群体财富增长了21万亿美元，而美国财富金字
塔下部的50%群体财富则减少了900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