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就美国与伊朗恢复履约继续谈判前夕，伊朗政府敦促西方国家采取
理性态度确保世界能源安全，认识到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需要伊朗石油“回归”。

伊朗副外长兼伊朗核
问题首席谈判代表阿里·
巴盖里4日在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与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多个相关方代表举行
会谈。

这是伊核协议恢复履
约谈判暂停近5个月后，协
议相关方重返维也纳磋
商。美国方面一直间接参
与谈判，美国伊朗问题特使
罗伯特·马利将通过欧盟对
外行动署副秘书长恩里克·
莫拉与伊朗方面对话。

德新社援引一名欧盟
外交官的话报道，伊朗和美
国达成协议存在“切实可
能”，但并不容易，双方仍须
就解除部分对伊朗制裁的
技术性细节达成共识。

这位不愿公开姓名的
外交官说，谈判围绕最新
草案展开，其中包含如果
美国再次单方面退出伊核
协议时伊方获得的保证。
伊方先前要求恢复履约后
确保伊朗经济利益。另
外，双方同意搁置此前僵
持不下的一大问题，即伊
方要求美国政府把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从恐怖组织
名单中删除。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
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4日
告诉媒体记者，协议已在桌
面上，伊朗“应该接受”。

2015 年 7 月，伊朗与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2018 年 5
月，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
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
伊制裁措施。2019年5月
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协
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
措施“可逆”。

2021 年 4 月起，伊朗
与伊核协议其他相关方在
维也纳举行多轮会谈，讨论
美伊恢复履约问题。谈判
今年3月以来暂停。在欧
盟协调下，伊朗和美国6月
底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恢
复履行伊核协议举行间接
谈判，但未取得进展。

陈立希（新华社微特稿）

舆论注意到，伊朗在伊核协
议相关方就美伊恢复履约继续
谈判前夕做出上述表态。伊朗
副外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
表阿里·巴盖里4日抵达奥地利
首都维也纳。

美国伊朗问题特使罗伯特·
马利也已抵达维也纳。他将通
过主持谈判的欧盟对外行动署
副秘书长恩里克·莫拉与伊方谈
判。巴盖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说，期待美方“展现出成熟并负
责任的行动”。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
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
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2018年 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
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
伊制裁。2019年 5月以来，伊
朗逐步中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
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2021年 4月起，伊核协议
相关方在维也纳举行多轮会谈，
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美国间
接参与谈判。谈判今年3月以
来暂停。经欧盟协调，美伊代表
6月底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间接谈判，但未取得进展。

本轮维也纳谈判重启前，美
国政府再对伊朗祭出制裁大棒，
宣布制裁涉及伊朗石油和石化
产品贸易的部分实体。美国国
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扬言，在恢
复履行伊核协议前，美方将继续
利用制裁“打击伊朗石油、石油
产品和石化产品的出口”。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
尔·卡纳尼回应说，美国政府沉
迷于使用制裁作为打击他国的
工具，这是美国霸权体系的一
个标志。

高文成（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石油部长贾瓦德·奥
吉3日以视频方式出席石油
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
佩克产油国第31次部长级会
议期间表示，“去政治化”对全
球能源安全而言尤为必要，

“危害能源安全和加剧市场动
荡对各方来说都是双输结
果”。

本次“欧佩克+”部长级
会议召开前，以美国为首的主
要石油消费国多次敦促主要
产油国扩大增产规模，以平抑
石油价格，缓解国内通胀压
力。然而，本次会议最终仅决
定将9月日均产量小幅上调
10万桶。

奥吉敦促西方国家“采取
理性态度确保世界能源安
全”。他说，当前全球石油市
场需要伊朗石油的“回归”来

满足部分客户需求，这将有助
于平衡供需、稳定市场。而兑
现伊朗石油出口能力，需要西
方大国展现政治意愿、做出政
治决策。

美国2018年5月单方面
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随后
对伊朗石油、金融等几乎所有
重要经济领域实施严厉制裁，
伊朗日均石油出口量从制裁
前的超过250万桶大幅下降，
2020年一度低至10万桶。

市场分析认为，如果美国
解除制裁，伊朗每日可向全球
市场多供应至少100万桶石
油。奥吉表示，伊朗已做好增
产准备，以尽快恢复至制裁前
水平。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
国第32次部长级会议将于9
月5日举行。

伊朗敦促“去政治化” 美国制裁继续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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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石油设施。新华社/美联

因贩毒罪名

美国女篮名将在俄罗斯获刑9年
俄罗斯一家法院4日以贩毒罪名判

处美国知名篮球女运动员布兰妮·格里
纳9年监禁。格里纳一案牵动美国政府
高层。美俄两国试图讨论“换囚”事宜。

8月4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州希姆基市一家法院，美
国篮球运动员布兰妮·格里纳出庭后离开。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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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8月 4日，韩国月球轨道探测器
“赏月”号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
9”运载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
射升空。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5日发布公报说，
韩国首个月球轨道探测器“赏月”号当天从美国佛
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并已与地面站成功
通信。 新华社/美联

韩国首个月球轨道
探测器成功发射

美国宣布猴痘疫情
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据新华社洛杉矶8月4日电（记者黄恒）美国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4日宣布猴痘疫情为该国公共
卫生紧急事件，称此举将提升全美对这一传染病的
应对水平，但不少专家警告说前景恐怕不乐观。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4日发布的最新
数据，本次猴痘疫情以来，全球已累计报告猴痘病
例约2.68万例，美国已报告超过7100例，是目前
全球确诊猴痘病例最多的国家。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4日宣布猴痘疫情为
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称有信心通过各项防控措
施在猴痘疫情进一步扩散前将其控制住，但众多
专家对此表示质疑。

世界卫生组织已于7月23日宣布多国猴痘疫
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世
卫组织当前可以发布的最高级别公共卫生警报。

荷兰研究：

八分之一感染者
有“长新冠”后遗症

荷兰一项研究显示，疫情早期感染新冠病毒
的患者，痊愈后每八人中就有一人出现所谓“长新
冠”的长期后遗症。

据法新社4日报道，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研究
人员对7.6万名荷兰成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后得出
上述结论。研究报告刊载于最新出版的英国《柳
叶刀》杂志。

调查在2020年3月至2021年8月期间进行，
所有调查对象就23种常见“长新冠”症状回答问
卷，每人共答卷24次。调查对象中，逾4200人曾
感染新冠病毒。对比未感染病毒调查对象的答卷
后，研究人员锁定由感染所致的后遗症症状，发现
12.7%的感染者、即每八人中就有一人，痊愈后会
出现“长新冠”症状。

关于何为“长新冠”症状，尚无统一说法。世
界卫生组织去年10月就“新冠后症状”发布释义，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何为“长新冠”，即感染新冠
病毒三个月后仍有感染症状，且这些症状持续至
少两个月，这些症状找不到感染新冠以外的其他
解释。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于展兴汇景名城项目分期规划核实的公示
我司开发建设的展兴汇景名城项目位于海口市海榆中线西

侧，共12栋，其中4栋住宅（6#、7#楼，8#楼，9#楼）和1栋商业及地
下室1、范围内绿化、道路、停车位等配套已建成达到规划核实条
件，与在建的（1#、2#楼，3#、5#楼，10#楼，11#楼，幼儿园，地下室
2）建筑已设置安全隔离设施。我司拟对建成的4栋住宅（6#、7#
楼，8#楼，9#楼）和1栋商业及地下室1先行进行规划核实，为了
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将分期规划核实
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天（2022年8月6日至2022年
8月12日）。2.公示地点：展兴汇景名城项目东门口。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305358893@qq.com。（2）书
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展兴汇景名城项目部，邮政编码：
570000。（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异议。（4）咨询电话：13519841815，联系人：林楚雄。（5）监督
单位：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联系电话：0898-
68911737，邮箱：zzgjxyjgs@sina.com。

海南展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8月6日

吸收合并公告
一、经在中国海洋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备案，海南中洋实业有限

公司、三亚中洋酒店有限公司股东分别决定通过，由海南中洋实业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三亚中洋酒店有限公司。二、合并前海南中洋实
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三亚中洋酒店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0万元。合并后存续的海南中洋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
万元，三亚中洋酒店有限公司予以解散注销。三、合并完成后，海南
中洋实业有限公司依法承继三亚中洋酒店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债
权、债务、业务、合同、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并依法继续存续
经营。请合并各方公司的债权人自收到合并各方公司发出的债权
人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收到债权人通知书的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45日内，对是否要求合并各方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作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通知合并各方公司，否则，合并各方公司将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翟先生，联系电话：0898-66591629。
海南中洋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中洋酒店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
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三、竞买人资格与
要求：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
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
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海域使用权
出让挂牌：（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当事人；
（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海域使用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
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海域使用权闲置、非法
占用海域使用权、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申请参加竞买者须
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一）
提供不低于520万元，在公告期间的银行资信证明；（二）参加竞买报
名时须缴纳竞买保证金155.67万元。四、挂牌文件获取方式：申请人
可于2022年9月2日前到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要求

报名参加竞买。 五、公告、报名、挂牌期报价、现场竞价时间及地址：
（一）公告时间：2022年8月4日至2022年9月2日；（二）报名时间：
2022年8月4日8:30至2022年9月2日12:00（以竞买保证金到账
为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9月2日
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三）报名地址：海口市金贸东路5号华润
中心一期1栋2单元1101室；（四）挂牌期报价时间：2022年8月24日
8:30至2022年9月7日9:30；（五）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9月7日
9:30；（六）挂牌现场会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六、其他事项：（一）本公告未尽事宜
详见《陵水黎族自治县2022-05号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
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二）联系地址：海口市金贸东路5
号华润中心一期1栋2单元1101室，电话：0898－68539322黄女士；
（三）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8月4日

项目名称
陵水黎族自治县2022-05

号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位于陵水县新村
镇镇区东侧海域

用海类型

旅游娱乐用海

用海方式

透水构筑物

用海面积（公顷）
3.2676公顷

（合49.014亩）

用海期限（年）

20

挂牌起始价（万元）

518.9151

竞买保证金（万元）

155.67

陵水黎族自治县2022-05号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法》

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陵水县2022-05号海域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宗海基本情况

自称“无心之过”

法院4日裁定格里纳持有
和走私毒品罪名成立，判处9年
监禁并处罚金100万卢布（约合
1.7万美元）。判决结果略低于
检方请求的9年半监禁。辩方
律师请求法官判她无罪。

格里纳现年31岁，非洲裔，
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WN-
BA)知名中锋，2016年和2021
年随美国女子篮球队参加奥运
会并获得金牌。今年2月17日，
她从美国飞抵莫斯科，准备代表
一个俄罗斯女子篮球俱乐部参
加俄罗斯国内比赛，在机场被查
出行李中有电子烟，内装大麻
油，在俄罗斯属违禁品。

格里纳承认她携带大麻油
且知道这在俄罗斯是违禁品，同
时称她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因为
赶飞机匆忙装入行李。她的律
师辩称，格里纳出于医疗目的使
用大麻，以缓解运动伤痛。

格里纳4日在法庭上落泪，

哭诉自己“犯下无心之过”，恳求
法官不要“让我的生活在这里终
结”。她的律师打算上诉。

美方要求“立即”放人
格里纳一案让美国政府承

受压力。她本人向总统约瑟夫·
拜登求助，超过1000名美国非
洲裔女性7月初致信拜登和副
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呼吁美国
政府出面，与俄方“达成交易”，
争取让格里纳尽快获释。

拜登4日发表声明，称格里
纳被定罪和判刑“不可接受”，呼
吁俄方“立即”放人，表示自己将
继续争取格里纳和另一名被关
押在俄罗斯的美国人、前海军陆
战队员保罗·惠兰获释。惠兰
2018年12月在莫斯科一家酒店
被逮捕，2020年被法院以间谍
罪名判处16年监禁。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7月27日说，美方已向俄方发出

“实质性提议”，以争取俄方释放
格里纳和惠兰，但没有说明美方

将以何人交换。多家美国媒体援
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方有意
释放俄罗斯军火商维克托·布
特。美方2012年以向恐怖组织
提供物质支持以及合谋杀害美国
人等罪名判处布特25年监禁。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7月28日说，正与美国
方面就交换在押人员磋商，还没
有敲定具体协议。据路透社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俄方
还要求释放俄罗斯公民瓦季姆·
克拉西科夫，他去年12月因谋
杀罪名在德国被判处终身监禁。

俄方愿讨论“换囚”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

夫罗夫7月29日与布林肯通电
话，讨论交换在押人员等议题。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
人约翰·柯比本月4日敦促俄方
接受美方先前所提“严肃提议”，
称美方“首次提出时俄方就应该
接受”。他仍然没有公开美方提
议的内容。

柯比说，拜登仍呼吁俄方接
受提议，目前没有计划与俄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电话讨论交换
在押人员事宜。不过，“如果有机
会”，布林肯寻求在柬埔寨首都金
边举行的东盟系列会议期间“拦
住”拉夫罗夫讨论这件事。

不过，拉夫罗夫5日在金边
的记者会上说，他与布林肯当天
在会议中座位离得很近，但看似
对方没有兴趣找他交谈。

拉夫罗夫说，先前，普京和
拜登同意通过特殊对话渠道讨
论此事，俄方愿意经由这一渠道
与美方讨论。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这一特殊对话渠道由普京与拜登
在去年7月日内瓦会晤中商定。

俄美曾于今年4月底在土
耳其交换在押人员。俄方释放
因酒后袭警入狱的美国前海军
陆战队员特雷弗·里德，美方释
放因走私毒品罪名获刑20年的
俄罗斯飞行员康斯坦丁·亚罗
申科。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美逮捕波多黎各前任总督
本人喊冤

美国执法部门4日逮捕波多黎各前任总督万
达·巴斯克斯，指控她在2020年竞选连任期间涉
嫌权钱交易。

据美联社报道，这是美国联邦政府首次起诉
这一海外领地的前领导人。

美国司法部说，巴斯克斯涉嫌在2019年12
月至2020年6月间接受多人共同贿赂，行贿者包
括银行家胡利奥·马丁·埃雷拉·贝卢蒂尼。埃雷
拉持委内瑞拉和意大利双重国籍，他创办的巴恩
克雷迪托银行2019年初受到波多黎各金融监管
专员审查。

美国司法部说，巴斯克斯、埃雷拉和罗西尼均
受到共谋罪、联邦项目贿赂和诚信服务欺诈指控。
如果所有罪名都成立，可能面临最高20年监禁。

巴斯克斯2019年至2021年在任，是波多黎
各第二位女总督。 莫娟（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