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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问题达成“历史性”框架协议
全面限制伊朗核能力 美欧“分阶段”放松制裁

4月2日，在瑞士洛桑，伊核问题六国、欧盟和伊朗的代表准备发表共同声明。新华社

当地时间4月2日，
经过长达一周的艰难谈
判，伊核问题有关各方终
于在瑞士洛桑宣布他们
就“核协议的关键参数达
成解决方案”。当天，美
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发
言，称此举具有历史性的
意义，但他同时强调这仅
是一纸“框架协议”。有
分析称，未来数周奥巴马
政府“推销”伊核问题协
议任重而道远。

伊核受限 制裁渐松

根据这份框架协议，伊朗位
于阿拉克的重水反应堆将进行
重建，以确保其无法生产核武器
级别的钚，并且核燃料不可进行
再加工，乏燃料须被运送出境或
者加以稀释。而伊朗福尔多地下
核设施将由铀浓缩基地转变成一
个核物理和技术中心。福尔多地
下核设施位于伊朗圣城库姆附
近，该设施藏于深山之下的掩体
内，防御相当牢固，能抵挡住西
方可能发动的空袭。

同时，伊朗离心机的数量将

被削减2/3至大约6000台，被留
下的离心机均为第一代离心机，
而非伊朗此前争取的更为先进
的版本。伊朗同意在至少15年
的 时 间 内 不 生 产 浓 度 高 于
3.67%的浓缩铀。这种低纯度的
浓缩铀可用作核电站的燃料，但
不可作为生产核武器所需的裂
变材料。框架协议还要求伊朗
将其低浓缩铀储量由目前的1
万千克减至300千克，并且设限
15年。

上述针对伊朗核活动的限

制条件将产生一个为期一年的
“突围期”，即伊朗需要耗费一整
年的时间才能攒够生产核武器
所需的原材料。而依据目前的
估测，伊朗生产核武器仅需两到
三个月的时间。

作为交换，伊朗不需要关闭
三座核设施中的任何一座，西方
国家将会“分阶段”暂停对伊朗
的制裁，但如果伊朗被发现弄虚
作假，制裁措施将会“很快恢
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将负责监
督检查伊朗的核活动。

反应

各方对框架协议达成看法
不一，多数国家对协议持欢迎态
度。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发
表讲话时说，这是一份“历史性”
的“好协议”，将切断伊朗获得核
武器的所有途径，把伊朗核计划
置于严格限制下，从而实现了美
方“核心目标”。

奥巴马当天与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说，框架协
议意味着“就达成切断伊朗获取
核武器所有途径的一份持久、全
面解决方案取得重要进展”。

但是，内塔尼亚胡并不认同

奥巴马的说法，称基于框架协议
的最终协议“将威胁以色列的生
存”，“不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
器，只会为此打下基础”。

伊朗总统鲁哈尼2日在社
交媒体上表态称，伊核问题焦点
问题的框架性解决方案已经达
成，文件起草工作将即时开始，
并将在今年6月30日前完成。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国际社
会“从未就达成一份阻止伊朗获
取核武器的协议距离如此近”。

美国国会一些对伊朗持强
硬态度的共和党议员也不买

账。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称，
伊朗将继续利用核计划“破坏地
区稳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
席鲍勃·科克表示，外交委员会
本月将就一份法案投票，试图让
国会对可能达成的伊核问题最
终协议具有表决权。

奥巴马警告，如果国会阻挠
最终协议，美国将承担外交失败
的责任，国际社会将失去团结，
伊核问题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将
增大。克里也表示，要伊朗完全

“投降”、全部放弃核计划是“不
切实际的想法”。

影响

观察人士认为，伊核问题框
架性解决方案的达成，使有关各
方实现共赢成为可能。

对美国来说，这一解决方案
应该是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通
过外交手段解决地区棘手难题
的“最大成果”之一。对包括美
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来说，该方案
可以避免他们面临这样的两难
选择——要么面对一个“可能会
拥有核武”的伊朗，要么在中东
地区发动又一场战争来阻止伊
朗“最终拥有核武”，而这两者都
是其不愿看到的。

对伊朗而言，虽然这一框架

性方案并不会立即带来制裁的
解除，但会带来放松甚至取消制
裁的预期和乐观情绪，有助于缓
解伊朗面临的经济压力。

对整个中东来讲，这一框架
性方案大大降低了因为伊核问
题爆发新的战争的可能性，有利
于维护中东稳定。

对中国来说，虽然这一框架
性方案可能最终导致中国企业
在伊朗面临更多西方企业的挑
战，但中国企业与伊朗方面的
合作也可能因为国际社会最终
取消对伊朗制裁，变得更加顺
畅。

成因

曾几何时，在伊核问题谈判
中各方连讨论的议题都无法达
成一致。那么，为何这次谈判能
够取得预期成果？分析人士认
为，这有多方面因素。

首先，推动和平解决伊核问
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包
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共
同推动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
题。中方劝和促谈的立场为解
决伊核问题取得成果发挥了建
设性作用。

其次，伊朗和西方国家都面
临解决伊核问题的紧迫性。

多年来，由于伊核问题久拖

不决，西方无法摆脱对伊朗“可
能会拥有核武”的担忧，同时也
不想因此问题被迫再陷入一场
战争。对伊朗的长期制裁也没
有解决问题。因此，谈判成为现
实选择。

在伊朗方面，连年的制裁造成
该国石油收入大幅下降，每年损失
数百亿美元。许多伊朗民众的生
活也因此受到严重冲击，当地货币
大幅贬值，失业率居高不下。

对国际社会来说，扼守世界
交通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
一旦因核问题爆发新的军事冲
突，必将使全球经济重回严冬。

启示

面对伊核问题带来的困境，
美国和伊朗都不得不调整政
策。伊朗总统鲁哈尼2013年8
月上任以来，频频释放温和信
号，在核问题上展示了务实和开
放的态度。而美国总统奥巴马
也放弃了实行了30多年的、拒绝
与伊朗进行直接谈判的政策。

在这轮最新谈判中，美国国
务卿克里多次要求美国国会在
加大对伊朗制裁问题上保持冷
静，因为“更严厉的制裁可能会
使当前的外交努力毁于一旦”。

事实证明，解决伊核问题最
有效的途径是谈判而绝非“硬碰
硬”。 据新华社、中国日报

方案

多国欢迎 以色列不高兴

利于防止战争与核扩散 在伊中企受益

符合各方利益 中国等大国推动

谈判胜过“硬碰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