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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就重返伊核协议僵持不下

伊朗提议欧盟出面斡旋
我外交部

驳斥美国务卿涉港言论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者 伍岳 成欣）针对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日前称美国会效仿英国向所谓“逃离镇压”的香港人
敞开大门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在涉港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香港是中国的
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他说，任何违法行为都必然要受到法律制裁。这在任何
坚持法治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一样的。
“如果美方不反对这些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美国国会山

发生的事情的话，就应该认真反思并纠正公开为香港违法者
撑腰打气、借涉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言行，避免对中美
互信与合作造成损害。”汪文斌说。

中日将举行第十二轮
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者 伍岳 成欣）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2月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双方商定，第十二轮
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全体会议将于2月3日以视频方式举
行。双方外交、防务、海上执法和海洋管理等部门人员参加。

汪文斌说，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是双方涉海事务的
综合性沟通协调机制。中方期待在本轮磋商中就共同关心的
涉海问题与日方充分交换意见，增进了解和互信，不断拓展务
实合作。据介绍，此前，双方已于1月20日举行了该磋商机
制下的团长会谈。

美国知情人士2日说，调查人员建议检察官不起诉国会
大厦遭暴力冲击过程中开枪打死一名示威者的警员。

国会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那名示威者叫阿什莉·巴比
特，在试图闯入众议院大厅时被击中。她得到急救，被送到医
院后伤重不治。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巴比特曾在美国空军服役，是
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深信各类政治阴谋论。

知情人士告诉这家媒体，哥伦比亚特区大都会警察局、联
邦检察官和民权检察官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司法部官员可能
在今后几天最终决定是否起诉开枪警员。

检方对另一名示威者扎沙里·朱丹·阿拉姆的指控，描绘
出了当时现场最为清晰的画面。证据显示，阿拉姆对大厅门
上的玻璃拳打脚踢，试图用头盔把门砸开，还冲撞警察，大声
辱骂。联邦调查局的证词提到，阿拉姆砸碎玻璃后，巴比特被
子弹击中。按照检方的说法，警察开枪后，阿拉姆退缩了。

司法部1日说，阿拉姆上周末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被捕
入狱。 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国防部2日发布新版国防白皮书，不再用“伙伴”描
述日本，而是称日本为“邻国”。

韩国《2020国防白皮书》在阐述与周边国家的国防交流合
作的章节中写道，韩日“不仅是为两国关系，为了东北亚乃至国
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两国作为邻国理应保持合作”。而在上
一个版本、即2018年版的国防白皮书中，则表述为两国“地理
相邻、文化相近，互为亲密邻居，也是共同致力于全球和平与繁
荣的伙伴”。韩联社解读，新版白皮书反映了趋冷的韩日关系。

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韩国政府官员在吹风会上说，鉴于
日本2019年强化对韩出口管制，韩方在国防白皮书中仅以
“邻国”称呼日本“合理”。

韩日关系近年来深陷低谷，尤其是韩国最高法院2018年
裁定日本企业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强征韩国籍劳工之
后。韩国新版国防白皮书指责日本“单方面发布声明、歪曲事
实”，导致两国关系僵化。

韩国每两年发布一次国防白皮书。 新华社微特稿

射杀冲击国会示威者

美警员或免于起诉

韩国新版国防白皮书发布

不再用“伙伴”描述日本

45名候选人参加听证会

利比亚开始选举过渡政府

数十名美国政府前官员决定退出共和党

与“特朗普党”切割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者 惠晓霜）一些美国政府

前官员披露，数十名前总统乔治·W·布什（小布什）执政时期
的官员决定退出共和党，原因是不满大批党内国会议员不与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划清界限。

路透社1日报道，这些前官员原本希望共和党在特朗普
卸任后与他“切割”，但多数共和党籍议员仍然支持特朗普，这
些前官员因而决定退出共和党。
“我所知道的共和党已经不存在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的

财政部高级官员吉米·古鲁莱说。另一名小布什政府的官员
克里斯托弗·珀塞尔称，已经有六七十名小布什时期的官员决
定退出共和党，而且“人数与日俱增”。

小布什执政时期出任国库局局长的罗萨丽奥·马林敦促
共和党籍参议员支持对特朗普的弹劾，称共和党“如果今后仍
然是‘特朗普党’，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就不会回来”。

路透社说，前官员决定退出共和党，进一步显示共和党因
特朗普而日益分裂、矛盾加剧。

美国和伊朗近来就重返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互开条件，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迈第
一步：美国要求伊朗重新履行协议，伊朗要
求美国先取消制裁。就目前这一僵局，伊
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2月
1日提议，由欧盟出面斡旋，协调伊美“同
步”满足对方条件。

谁先来？
美国：你先！伊朗：你先！
美国新政府上任后，美伊两国就伊核

协议密集表态。美国要求伊朗全面恢复履
行伊核协议，而后美方再考虑减轻制裁和
重返协议；伊朗则要求美国首先无条件全
面取消制裁，而后伊方再履行协议。双方
各不相让，僵局一时难破。

伊朗外长扎里夫1日作出的最新表态
似乎有所松动。他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采访时给出这样一个办法：“可以成立某
种机制，来同步或者协调（双方）需要采取的
行动。”

扎里夫还推荐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欧盟
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
伊核协议框架下有一个联合委员会，成员除
了签署协议的7方，还包括欧盟。

扎里夫说，博雷利“可以类似编排舞蹈动
作那样设计伊美双方需要采取的行动”。他
没有就此展开细说。

他还说：“美国需要重新遵守协议，伊朗
会立即作出回应。时间点不是问题。”

对扎里夫这番喊话，博雷利和欧盟方面
暂未接招。

要多久？
美国：慢慢来。伊朗：用不了一天。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1日接受美

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即使美伊双方都
决定重返伊核协议，过程也快不了。

布林肯说：“如果伊朗决定重返协议，那
将花费不少时间，然后我们也要花时间来评
估他们是否切实遵守协议。”
扎里夫则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

采访时称，伊朗重新履行伊核协议“用不了一
天时间”。

他向美国喊话说：“美国执行（总统）行
政令也花不了多长时间。这些行政令将使
得伊朗的石油、银行、交通和其他领域恢复
正常运行。特朗普（对这些领域施加制裁）

违反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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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
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8年 5月，时任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单方面
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追加一系列对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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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日前表示，
任何关于伊核协议的新谈判都应包括沙特阿
拉伯。针对这一言论，伊朗外交部回应说，伊
核协议经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核可，绝不可
以重新谈判，参与方也“明确且不可更改”。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仰光2月2日电（记者 张东
强 车宏亮）缅甸军方一名高级军官2日
说，军方当天陆续释放1日其扣押的省邦
地方领导人和议员，但总统温敏和国务资
政昂山素季等将继续扣押。

这名不愿具名的军官向新华社记者证
实，针对被释放的省邦地方领导人，军方将
考虑对其职务进行调整。

实皆省一名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该
省省长已经返回家中。据当地媒体报道，
伊洛瓦底省省长2日也已回到其住所。

缅甸官方媒体2日援引军方的一份声
明说，该国银行早前因网络问题服务延迟，
目前已恢复正常营业。

温敏和昂山素季及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
一些高级官员1日凌晨被军方扣押。不少省
邦地方领导人和议员也被军方带走。军方随
后宣布，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国家
权力被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缅甸军方陆续释放其扣押的省邦领导人
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等将继续扣押

据新华社仰光2月1日电（记者 车宏
亮 张东强）缅甸军方1日晚通过电视发表
声明，宣布对缅甸现政府进行大规模改
组。声明说，外交部，国防部，边境事务部，
计划、财政和工业部，投资和对外经济关系
部，国际合作部等11个中央政府部门的部

长被替换。国务资政府部，计划、财政和工业
部，商务部等19个中央政府部门的24名副
部长被解除职务。

根据缅甸官方公布的信息，缅甸现政府
由24个部组成。此次改组涉及绝大部分政
府部门。

军方对政府进行大规模改组

新华社东京2月2日电（记者 华义）
日本茨城县政府2日说，当地一养鸡场因
出现高致病性型禽流感疫情，将扑杀约84
万只鸡。
茨城县一个养鸡场1日报告，经简易检

测发现，该养鸡场11只死鸡的禽流感病毒
检测结果呈阳性。2日，经基因检测确认，
这些鸡感染了高致病性H5型禽流感病毒。
茨城县2日起对该养鸡场饲养的约84

万只鸡进行扑杀，该养鸡场附近18家农场
饲养的约104万只禽类也将被限制移动。
茨城县蛋鸡饲养数量、鸡蛋产量和产

值均居日本第一。

去年欧元区
经济下滑6.8%

伊朗成功试射
新型卫星运载火箭
伊朗国防部2月1日宣布，伊朗成功试射

一款使用“最强劲固体燃料发动机”的新型卫
星运载火箭。伊朗国家电视台1日播出的视频
画面显示，火箭于白天在沙漠环境下试射。但
是电视报道没有说明试射的具体时间及地点。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说，试射在位于伊朗
中部的塞姆南省进行。这款火箭名为“祖勒
贾纳”，取自伊朗历史上著名战马、伊斯兰教
先知穆罕默德之外孙侯赛因的爱马。

伊朗国防部空间局发言人艾哈迈德·侯
赛尼对国家电视台说，这是“祖勒贾纳”混合
动力卫星运载火箭“第一次亚轨道试射”。亚
轨道一般指距地面20公里至100公里空域。

侯赛尼说，“祖勒贾纳”拥有两级固体燃
料推进和一级液体燃料推进，可将220公斤
单颗卫星或10颗小卫星送至500公里高
度。他强调，“祖勒贾纳”可以在“移动平台”
发射。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养鸡场现禽流感
将扑杀约84万只鸡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2月2日电（记者
沈忠浩 左为）欧盟统计局2日发布的初步
数据显示，欧元区19国2020年国内生产
总值（GDP）较前一年下滑6.8%，欧盟27
国GDP下滑6.4%。
数据显示，继2020年第三季度短暂反

弹后，欧洲经济去年第四季度再度陷入负增
长。欧元区和欧盟第四季度经济分别环比
下滑0.7%和0.5%、同比下滑5.1%和4.8%。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日前表示，从去

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判断，欧元区经济复
苏进程有所延迟。她指出，2021年有望是
复苏之年，但复苏的第一阶段仍将伴随高
度不确定性，第二阶段则是向以数字化、绿
色等为特征的“新经济”转型。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据德新社日内瓦2月1日报
道，利比亚过渡政府选举进程于周一启动，45名候选人参加
听证会。报道称，选出的临时领导人将领导这个饱受冲突蹂
躏的国家，直到今年12月举行全国范围的选举，届时选出的
民选政府将取代过渡政府。

在瑞士举行的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LPDF)将于本周五
闭幕，会议将选出一个由3人组成的总统委员会和一位过渡
政府总理。

报道指出，自卡扎菲于2011年被推翻以来，利比亚长期
处于动荡之中。该国目前有两个对立政府：位于的黎波里的
政府得到联合国支持，而位于该国东部的另一个政府由军事
强人哈利法·哈夫塔尔领导。

据新华社仰光2月2日电（记者 车宏
亮 张东强）缅甸军方2日发表声明说，国
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代总统敏瑞和9名新
任命的联邦政府部长当天在首都内比都举

行首次政府会议。声明说，敏昂莱在会议上
宣布了将在紧急状态下实施的计划，包括根
据防疫规定恢复国内旅游业、酒店业等行业，
提振经济和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等。

军方接管国家权力后举行首次政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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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31日夜间起，一场暴风雪袭击
纽约。图为2月1日，在美国纽约，人们走
在雪中。 新华社发

暴风雪袭美国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