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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言撕毁协议

特朗普10月5日在白宫会见军界高官时公开声称，伊
朗方面没有遵守伊核协议“精神”。

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伊朗核问题协议审查法案，总统
每隔90天要通知国会伊朗是否遵守协议。即便特朗普认定
伊朗没有遵守协议，也不意味着美国就会即刻退出伊核协
议，而是将这一难题抛给了国会。根据相关法案，美国国
会将在60天内决定是否及如何恢复对伊制裁。

在上一次审核的 7月，特朗普当时勉强认可伊朗遵守
协议，但称伊朗违反了协议“精神”。特朗普还表示，如果
能全凭他个人决定，他今年 1月上台时就会宣布伊朗违反
协议。

特朗普曾表示，奥巴马政府是伊核谈判的输家，伊核
协议是美国“史上最吃亏的协议”，并多次威胁退出或重谈
协议。此外，在特朗普看来，伊核协议与奥巴马医改相
似，同为奥巴马的主要政治遗产，必欲去之而后快。

从另一角度看，特朗普反对伊核协议，也是延续了共
和党的一贯立场。正是由于共和党反对，当时奥巴马政府
签署伊核协议后，并没有寻求国会将协议作为条约通过，
因而伊核协议不具备条约的法律地位，对特朗普政府的约
束力较为有限。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伊核协议中增加
的主要内容包括：永久限制伊朗铀浓缩活动，而不是协议
规定的从2025年起部分放松；将限制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和

伊朗在中东的军事动作纳入核谈判。

国际社会担忧

特朗普政府围绕伊核协议释放的负面信号，令包括欧
盟、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内的国际社会大为担忧，被视为特
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今年8月3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出台最新报告，再次
确认伊朗履行了协议。在 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针对
特朗普对伊核协议的质疑，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莫盖里尼强调，伊核协议得到了完全执行，没有违反的情
况，无需重新谈判。伊朗总统鲁哈尼也在联大演讲中回
应，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是一份国际协议，获得了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的认可；伊朗绝不会主动破坏伊核协议，但会坚
决回应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

在国际政治层面，伊核协议是伊核问题六国 （美国、
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 与伊朗经过漫长谈判
取得的历史性协议，对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具有
示范意义。特别是欧洲，因地缘和经济因素，和平解决伊
核问题关系其切身安全利益。莫盖里尼表示，如果美国对
伊朗实施单边制裁，威胁到欧洲企业权益，欧盟将采取措
施保护欧洲企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伊朗问题专家秦天说，如果
美国执意制裁伊朗，将会把包括欧洲盟友在内的其他大国
推向伊朗一边，不仅不能收效，反将加剧美国与盟友以及
其他大国的分歧。

伊朗静观其变

“特朗普要求重谈伊核协议，目的就是要遏制伊朗。”
秦天说。

分析人士指出，遏制伊朗是特朗普政府中东棋局的关
键所在。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伊朗正在挤压美国传统盟友
沙特、以色列等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撬动美国中东霸权的
基石。

特朗普今年 5月上任后首次出访就选择沙特，签署千
亿美元军售合同，鼓励沙特及其海湾盟友共同牵制伊朗。
美国政府日前又宣布将向沙特出售价值 150亿美元的“萨
德”反导系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等高官也在不同场合声称伊朗是美国
中东利益的“最大威胁”。

伊核协议之外，美国还试图以伊朗导弹计划为由，逐
步加强对伊制裁。分析人士指出，通过威胁、制裁给伊朗
施压的策略难以奏效。

美国乔治城大学学者科林·卡尔认为，将与核计划无关
的问题纳入伊核问题谈判，不仅使得谈判复杂化，反而还
会给伊朗更多的谈判筹码。

多名伊朗高官日前表示，将坚持遵守伊核协议，不给
美国撕毁协议的借口。秦天表示，伊朗目前采取静观其变
的策略，“伊方认为，即便美国坚持退出协议，只要伊朗不
被视为过错方，还可继续与其他大国合作”。

（据新华社电）

高科技智能手表这一新产
品似乎已经成为信息技术产业
下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各个
国家的知名公司研发高科技智
能手表的消息一直不绝于耳，
种种迹象表明，穿戴式设备时
代即将到来，而智能手表的战
争已经打响。

日本某公司就发布了新款
智能腕表。该手表采用了更大
的屏幕，且防水性能更佳。腕
表采用了电容式触摸屏，屏幕
下方设置了三个图标。此外，
手表还可以与智能手机一键配
对，支持蓝牙连接。

美国某公司也推出了新型
高科技腕表，这款智能手表一
亮相就吸引足了眼球。该手表
内置了三轴陀螺仪、加速器、
腕部感应器，可以实现通过设
置动作来对手机进行操作。麦
克风的设计可以让我们通过对
手表说话来控制手机。这款手
表的其他标志性性能还包括：接收推送通知、回
复文本信息、把内容发布到社交媒体等。它还会
利用软件来追踪用户的健身目标和成绩，并利用
云将这些数据同步到用户的电话上。

另外硅谷一家创业公司推出的高科技手表也
毫不逊色。用户可以直接通过这款手表查看苹果
手机设备中的短信。这款手表还可以显示来电信
息，也可以实时提醒你邮件、短信、微博和社交
网络信息。这款智能手表除了拥有轻薄迷人的外
形外，还拥有一个振动器、一个三轴加速度计和
蓝牙。它采用的屏幕很不一般，即使在阳光下，
屏幕的内容也可以清楚地看见。这给人们在阳光
下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除此之外，在续航能力方面，这款手表可以
连续使用 7 天，它还设有充电接口，充电也非常
方便。此外，手表采用的是防刮材质，非常适合
经常进行户外运动的用户使用。用户还可以通过
蓝牙将手表与自己的手机进行连接，并通过应用
商店下载应用。我们还可以通过这款手表定制接
收邮件、电话、短信等的铃声。目前，这款手表
支持多款应用，涵盖了自行车、高尔夫和跑步等
活动。这也使得它的适用人群更加广泛。

越来越多高科技新型手表的问世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从今往后，手表不再只是显
示时间的工具，更是集娱乐、休闲、运动、工作
于一体的“神器”。

特朗普为何较劲伊核协议
杨定都

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10月中旬向美国国会作

报告，说明伊朗是否履行伊核协议承诺。伊朗总统

鲁哈尼7日表示，伊朗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获

得的益处“不可逆”，谁都不能推翻协议成果。

特朗普上台后不断释放退出伊核协议的信号，

引起伊朗方面的反弹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分析人

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激化伊核问题，对于中东地区

乃至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毫无裨益。

环 球 热 点

图为当地时间 9 月 23 日伊朗成功试射一枚射程 2000 公里的新型弹道导
弹。

（据伊朗IRIB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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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美国某公司推出的智能手表。
（资料图片）

一、论坛简介
为贯彻“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落实“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精神，服务“追

赶超越”发展需求，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陕西省委、省政府将于2017年11
月15日-17日举办陕西省第二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面向全球招揽
青年才俊来陕创新创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本次论坛包括全省主论坛和若干个分论坛。主论坛主要举行论坛的开
幕式活动，并向与会学者介绍陕西省情省貌、科技优势、学术资源及相关人
才政策。分论坛由陕西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及地市举办，将分别向与会学者
介绍单位或地区概况，包括科研环境、工作平台、实验设备、人才需求及政策
等，并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入座谈。

二、举办单位
主办：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
承办：西安、咸阳、延安、榆林、汉中、韩城市委组织部，杨凌示范区党工

委组织部，陕西省委组织部、宣传部、高教工委，陕西省科技厅、人社厅、工信
厅（省中小企业局）、卫生计生委、国资委，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北政法
大学、陕西理工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延安大学、榆林学院、西安音乐学院、
渭南师范学院、宝鸡文理学院等在陕高校，西北妇女儿童医院、陕西省中医
医院、陕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等。

三、申请条件
申请人具有博士学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申报人年龄不超过

40周岁（女性不超过42周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申报人年龄不超过45周
岁；申请人学风严谨，遵守法纪，遵守职业道德；申请人为同龄人中的拔尖人
才，具备成为所从事领域领军人才的潜质。

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知名企业及研发机构有正式教学或科研
职位者，以及申请参加西安城区以外分论坛的青年学者，可适当放宽申请
条件。

四、申请指南
1.网站注册报名：请登录陕西省第二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网络报

名 系 统 http://123.207.182.153:8850/ProSczl/WebUser/Index.aspx 进 行 注 册
报名。

2.邮箱报名：请您直接发送个人基本资料和简历至分论坛官方邮箱（见
附表）。

各分论坛申请截止日期见附表。

五、日程安排
11月15日全天：报到
11月16日上午：陕西省主论坛开幕式
11月16日下午：分论坛主活动
11月17日全天：各分论坛参观、交流、座谈等活动

六、费用信息
本次论坛不收取注册费用。各分论坛举办单位为参会学者报销往

返国际及国内交通费，并统一安排会议期间的免费食宿和机场、火车站
接送。

进一步咨询，可发邮件或致电各分论坛，联系方式见附表。

1. 西北工业大学第二届翱翔青年学者论坛 http://qnlt.nwpu.edu.cn
2. 西安交通大学第三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研讨会

http://sris.xjtu.edu.cn/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丝绸之路青年学者杨凌论坛

http://www.sciencehr.net/uploads/xbnlkjdx/
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第二届华山青年学者国际论坛

http://IFHS.xidian.edu.cn
5. 长安大学第二届“青年长安学者”论坛

http://rsc.chd.edu.cn/info/1055/1965.htm
6. 西北大学第二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 http://rcb.nwu.edu.cn/
7. 陕西师范大学第二届“曲江学者论坛”

http://www.snnu.edu.cn/inf.php?id=21091
8. 西安理工大学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

http://www.xaut.edu.cn/Meeting/2017-09-19/998.html
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第二届雁塔学者论坛

http://xy.xauat.edu.cn/rsc/Recruitment_information.asp?id=24&bh=1178
10. 陕西科技大学未央论坛 http://sczl.sust.edu.cn/
11. 西安科技大学青年学者论坛

http://xkrcb.xust.edu.cn/info/1041/2274.htm
12. 西北政法大学长安学者论坛

http://www.nwupl.edu.cn/html/office/ggtz/2016/12/18/0942557316.html
13. 延安市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 http://rschu.yau.edu.cn/cyqqyc.htm
14. 渭南师范学院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 http://sczl.wnu.edu.cn/
15. 榆林学院分论坛链接

http://www.yulinu.edu.cn/show.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
treeid=1040&wbnewsid=8492

……其他分论坛信息即将发布

附：各分论坛联系方式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其他分论坛信息即将发布

论坛名称
西北工业大学第二届翱翔青年学者论坛
西安交通大学第三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
研讨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丝绸之路青年学者杨凌
论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第二届华山青年学者
国际论坛
长安大学第二届“青年长安学者”论坛
西北大学第二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
第二届“曲江学 者 论 坛 ”暨 陕 西 省“ 丝 绸
之路青年学者论坛”分论坛
西安理工大学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第二届雁塔学者论坛
陕西科技大学未央论坛
西安科技大学青年学者论坛
西北政法大学长安学者论坛

延安市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

陕西省第二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
榆林分论坛

汉中市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

渭南师范学院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
宝鸡文理学院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

韩城市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

主办单位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
西北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
中共延安市委

延安市人民政府
延安大学

中共榆林市委
榆林市人民政府

榆林学院
中共汉中市委

汉中市人民政府
陕西理工大学
渭南师范学院
宝鸡文理学院
中共韩城市委

韩城市人民政府

邮箱
rcb@nwpu.edu.cn

sris2017@xjtu.edu.cn

rencaike@nwafu.edu.cn

ifhs2017@xidian.edu.cn

rcb@chd.edu.cn
rcb@nwu.edu.cn
rcb@snnu.edu.cn

rencaicv@snnu.edu.cn
sris2017@xaut.edu.cn

xauatytxz@xauat.edu.cn
sris2017@sust.edu.cn
xkdrcb@xust.edu.cn
nwuplszk@163.com

yansris2017@yau.edu.cn

sris2017@yulinu.edu.cn

Hanzhongrencai@163.com

wnsyrsc@163.com
bwlzzb@126.com

hcrcb5216339@163.com

电话
+86-29-88495803

+86-29-82666336

+86-29-87082855

+86-29-81891796

+86-29-82334069
+86-29-88305288
+86-29-85310455
+86-29-85310456
+86-29-82312318
+86-29-82202184
+86-29-86168062
+86-29-83856395
+86-29-88182596

+86-911-2332508

+86-912-3893982
+86-912-3899054

+86-916-2626820
+86-916-2626936

+86-913-2133933
+86-917-3566255

+86-913-5216339

申请截止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2017年10月20日

2017年10月22日

2017年10月30日

2017年10月20日
2017年10月20日

2017年10月30日

2017年10月25日
2017年11月1日
2017年11月10日
2017年10月30日
2017年10月31日

2017年10月31日

2017年11月5日

2017年11月5日

2017年11月3日
2017年10月30日

2017年11月5日

备注
西安城区

西安城区

西安城区以外区域

西安城区

西安城区
西安城区

西安城区

西安城区
西安城区
西安城区
西安城区
西安城区

西安城区以外区域

西安城区以外区域

西安城区以外区域

西安城区以外区域
西安城区以外区域

西安城区以外区域

分论坛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