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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万

联合国秘书长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山本忠通 26
日在安理会通报阿富汗局势时说，阿富汗政治进程
正呈现一种积极态势，他同时对尚存的一些问题表
示担忧。山本忠通表示，将于今年 10月举行的阿议
会选举和计划于明年春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正在积极
筹备中。自4月中旬以来，超过700万人已经进行了
选民登记，但是在阿富汗一些省，只有不到 35％的
合格选民进行了注册。

130万

约旦首相奥马尔·拉扎兹26日表示，因接纳能力
不足，约旦将不再接收叙利亚难民。据联合国机构
消息，由于近日叙利亚南部战事激烈，约4.5万平民
正从叙利亚南部前往叙约边境。据约旦政府公布的
数字，目前约旦接纳了约130万叙利亚难民，极大加
重了约旦的经济和社会负担。

1.86亿

缅甸政府 26日在多个城市集中销毁缴获的黑市
市值达 1.86 亿美元的毒品，以纪念第 31 个国际禁毒
日。缅甸政府当天分别在仰光、曼德勒和东枝三座城
市举行销毁毒品的活动，其中在仰光销毁的海洛因、
大麻等25种毒品的黑市市值达6640万美元。

12名

韩国世宗市一处商住两用建筑工地 26日发生火
灾。据韩方初步通报，有12名中国公民在事故中受伤。
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被分别转送到多家医院，使馆方
面要求韩方全力救治伤者。据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
间13时16分（北京时间12时16分），世宗市一处在建
的商住两用建筑工地起火，已造成 27 人受伤，另有 4
人下落不明。

11架

俄罗斯国防部25日发表公报说，包括两架卡－52
直升机和 9 架各型战机在内的 11 架俄罗斯军机完成
了在叙利亚的战斗任务，现已返回俄罗斯境内。2015
年9月，俄罗斯应叙利亚政府邀请，开始对叙境内极端
主义势力进行军事打击。2017年12月，俄总统普京宣
布开始从叙利亚撤军，但俄驻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
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仍保留。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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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欲访伊朗，美国情何以堪？
本报记者 贾平凡

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伊朗一
事已进入最后协调阶段。安倍原定于7月11日
开始前往比利时、法国、沙特阿拉伯、埃及进行
国事访问，或将在这段行程中加入对伊朗的访
问。如果此次访问得以成行，将是时隔40年后
日本现任首相首次到访伊朗。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6月23日是英国“脱欧”公投两周年。
2019 年 3 月 29 日，英国将正式“脱欧”。随着正式

“脱欧”日期临近，6月20日，英国议会表决通过了政府
提出的《退出欧盟法案》。这一关键性法案的通过，意味
着英国国内在“脱欧”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为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领导的政府主导同欧盟谈判“脱欧”扫清
了最后的障碍。

“脱欧”意决 划界实难

6月 20日，英国议会表决通过了政府提出的 《退出
欧盟法案》，此前议会围绕“脱欧”各项条款进行了长达
数月的辩论，上院与下院关于“脱欧”法案的激烈争
执，代表了英国政界“硬脱欧派”和“软脱欧派”两股
势力之间的较量。“脱欧”法案的通过，也意味着决定权
留在了更为偏向“硬脱欧”的政府手中。然而，目前英
国与欧盟的谈判，在经贸关系、爱尔兰边界等核心问题
方面仍然停滞不前。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5日报道，欧盟委员会负责预
算的委员京特·厄廷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关爱尔兰

共和国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在英国退欧后的划界问题仍
然悬而未决。

英欧贸易 雪上加霜

在英国“脱欧”进程举步维艰的同时，英欧贸易关
系的不确定性，一直刺激着欧洲跨国企业敏感的神经。

近日，集合法、德、英和西班牙四国资本和技术
力量的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表示，英国如果不能在正式

“脱欧”前就未来经贸安排与欧盟达成协议，空客将
考虑“长远立场”，可能退出英国市场，数以千计的
在英工作岗位可能不保。

此外包括英国石油、雀巢等 50 余家欧洲跨国企业
代表纷纷表示，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和关税协议必
须是“无障碍”的，否则将影响这些企业在英国的投
资。

“英国既想不受欧盟的相关约束，收回边境控制权；
又想维持原先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等经济优惠。然而，
鱼与熊掌恐难兼得。”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
纯认为，在未来英欧谈判的过程中，欧盟方面做出较大

让步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英国更可能做出更大妥协。

挑战不断 路在何方

“欧洲如今正着眼于培养自身的长远竞争力，保证
长期经济发展，而不是把太多精力花费在与英国谈判
上。”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说，自
两年前英国公投“脱欧”至今，欧洲和世界局势正发
生着巨大的变化。“法德轴心”的重启，欧洲各国面
临的难民问题和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特朗普政府兴
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中国作为后起之秀带来的发
展模式创新，都对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产生全方位的影
响，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为原本坎坷的“脱欧”之路增
添了许多未知。

“欧盟为防止‘脱欧’态势蔓延，遏制欧盟各国的离
心倾向，在与英国谈判过程中采取强硬立场，这都加大
了双方达成妥协的难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
所所长崔洪建指出，在关税同盟、单一市场等涉及英欧
经贸关系安排方面的核心问题，是英欧谈判最难攻克的
难题。

公投两周年，英国“脱欧”艰难推进
高 乔

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于 25 日在北京钓鱼台举行。中
欧 双 方 达 成 了 一 系 列 丰 硕 成
果，特别就维护以世贸组织为
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
易 体 制 ， 推 动 更 加 开 放 、 包
容、普惠、平衡、互利共赢的
经济全球化达成共识，为各国
应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的挑战树立了典范。

多边体系是自由贸易的基
础，不能因为一个规则的一些
不足就去简单否定和抛弃，与
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和完善才是
明智之举。

当前，有的国家发展遇到
问题，不从自身找原因，却将
枪口对准世界，甚至破坏国际
经贸规则，这不仅无益于自身
问题解决，也伤及更多国家，
并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冲击和
衰退性影响。面对这一令人担
忧的现实，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以实际行动给出答案：维护以
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
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更加
开放、包容、普惠、平衡、互
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应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
主义，还应尝试在管控分歧中
找到彼此利益交集。这次中欧
重点讨论了诸多双方关注的议
题，就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加强数字经济、电子商
务 、 循 环 经 济 、 防 治 白 色 污
染、应对气候变化、农业、金
融业合作等达成了一系列丰硕
成果和共识，为第 20 次中欧领

导人会晤经贸部分做了充分准备。这也再次证明，不
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只要相互包容、
相互理解、相互尊重，遵守契约精神，就可以跳出分
歧，实现互利共赢。

应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需要思想和智
慧，更需要全世界共同担当和作为。在新一轮经济全
球化中，人类社会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环境恶化、人
口老龄化、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带来的多种挑战。
面对已知和未知的各种挑战，再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独
善其身，各国携手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道应对，方
为上上之策。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是大多数国家的心声，也是未
来发展大势，中欧双方已经作出了榜样，期待更多国
家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的“逆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清流”，共享繁荣
发展的“暖流”。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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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欢度面具节洛杉矶欢度面具节

6 月 24 日，美国洛杉矶街头，裙裾翩跹，

热闹非凡，活动精彩纷呈，人们载歌载舞，着
盛装表演游行。

当日，美国洛杉矶举行面具节。传统艺术
家、青年团体和当地市民等通过面具制作、舞
蹈、音乐表演和游行等表达对祖先和传统的敬
意。

图为正在游行的表演队伍。

赵汉荣摄 （新华社发）

资料图片

或将最终成行？

自 2015 年伊朗被解除经济制裁以来，
安倍计划访伊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伊朗
方面也曾公开邀请安倍访问，虽然“两厢
情愿”，却始终未能成行。

众所周知，日本 85%的原油来自中
东，伊朗曾是日本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实现原油采购对象的多样化，确保中长期
稳定供货，伊朗对日本来说十分重要。上
世纪70年代，日本和伊朗曾建立了紧密的
经济合作关系。40年前的 1978年 9月，时
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访问伊朗。

“近年来，安倍一直在寻找合适时机访
问伊朗，却因多方掣肘未能如愿。”中国社
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
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是迫于
盟友美国的压力，美国不希望日本在伊朗
问题上“唱反调”；二是日本是经济大国，
却并非政治大国，外交影响力有限；三是
中东局势错综复杂，鉴于曾在两伊战争中

“出力不讨好”的历史教训，日本为维护与
海湾地区阿拉伯石油大国的关系，在对伊
朗的问题上必须谨慎。

这次安倍能否如愿以偿，顺利访伊？
“希望还是有的，但结果仍难预测，美

国是最大的阻碍因素。”外交学院国家关系
研究所教授周永生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日
伊双方都有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一方
面，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采取严
厉制裁措施的情况下，伊朗非常欢迎日本
访问，借机开拓能源贸易合作空间，还可
为其多边外交增加战略支点；另一方面，

对日本而言，访问伊朗，不仅
有利于日本能源安全，而且有
利于填补日本在中东地区事务
的空白点，提升日本在中东地
区的声望，进而提升日本在欧
洲国家和美国心中的影响力，
为其拓展全球外交格局铺路。

不过，在美伊矛盾持续加
剧的当下，安倍访伊能否最终成行，显然
面临重大的不确定性。

为何此时访伊？

“此时宣布7月中旬访问伊朗，出人意
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周永生说。

他认为，一方面，日本此时宣布安倍
访问伊朗计划，无疑是为美国添乱，还可
能给本国招致制裁，也让日美在中东政策
上的分歧日渐公开化。但另一方面，日本
敢铤而走险，真实意图是想在美国和伊朗
博弈的间隙里寻找获益机会。

“美伊矛盾加剧，日本觉得机会来
了。”吕耀东表示，日本一贯打着善于协
调利益关系和矛盾的旗号，希望扮演美
国、伊朗、阿拉伯国家和欧盟之间调停
人的角色，进而为自己谋得更多利益，
并提升自己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

“不可否认，日本在伊朗问题上，表
现出独立于美国的倾向，是对美国总统
特朗普单边政策的失望和抗议。”周永生
认为，特朗普一味推行单边主义政策，
不顾地区国家利益，日本也是受害者；
此外，日本过去一味追随美国，却得不
到美国的重视，偶尔唱唱反调，反而可

以令美国刮目相看。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安倍晋三计划

在访问伊朗时，重申自己对伊核协议的支
持。但是，能否与伊朗从根本上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日本还需看美国脸色。

此外，日本国内困局也促使安倍政府
在外交上寻求最大努力，转移国内注意力。

“对安倍而言，9月，谋求三连任的自
民党总裁选举在即，在国内政治还不是很
有起色的情况下，如果能在中东问题上有
所突破，哪怕只是一丁点，也是有利于选
票的。”吕耀东分析说，安倍访问伊朗是助
力大选的重要一步棋。

能否左右逢源？

最近一周大概是安倍最开心的一周。
据日本经济新闻社和东京电视台 6 月

22日至24日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安倍内
阁的支持率为 52%，较上次 5 月下旬的调
查 （支持率为 42%） 上升 10个百分点，这
是自2月以来时隔4个月支持率再次超过不
支持率。关于支持的理由 （多选），回答

“具有国际感觉”的最多，占 37%；回答
“有领导力”的占22%。民众对安倍晋三首
相外交手腕的期待有所增强。

安倍能否不负众望，在伊朗问题上左
右逢源？

“日本和中东国家是买方和卖方关系，
相互依存，有共同利益基础，虽然日本在
中东口碑较好，但是沙特等海湾六国肯定
不满日本和伊朗走得太近。”周永生说，日
本想要平衡自己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伊朗
之间的关系，谈何容易！

“一方面，安倍想要打探伊朗真实的政
治诉求，好充当伊朗和美国的‘和事佬’，
但双方都不一定买账；另一方面，安倍也
想利用访问欧洲的机会，宣扬日本的平衡
外交理念，寻求更多欧洲国家支持，同时
显示自己在全球外交事务中的存在感。”吕
耀东说，日本的小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
明，但受挫是在所难免的。

众所周知，安倍上台以来，推行“战略
性外交”和“俯瞰地球仪外交”，想把日本变
成拥有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影响力的世界
性大国，甚至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但是，“安倍大力扩张军备，谋求日
本自卫队地位‘升格’和‘走出去’，大
走军国主义老路，与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
的主流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出
访再勤快，安倍想要让日本成为真正的世
界性大国，恐怕依然道阻且长。”周永生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