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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谈判”
美国总统唐
纳 德·特 朗 普 7
月 30 日 说 ， 愿
意在“不设前提”
情况下会晤伊朗
总统哈 桑·鲁 哈
尼，“只要他们愿
意谈”。美方多名
官员随后“降低
调门”，要求伊朗
先“改 变 ”、 再 会
晤。

说，
“如果他们（伊朗官员）想见
面，那我们就见面。”他同时提及，
不清楚伊朗官员是否准备见面。
依照特朗普的说法，如果他
和鲁哈尼会晤，
“对他们好，对我
们好，对全世界都好”。

特朗普再次“自夸”与朝鲜最 “谈判大师”，认定面对面谈判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 6月在新加坡的 有效率。他认定自己与金正恩以
首次会晤，说他“相信会晤”的作 及 7月 16日与俄罗斯总统弗拉
用，
“我可以与任何人会晤，会晤 基米尔·普京会晤“有成效”，尽管
那两次会晤招致国内民主、共和
没有什么错”。
在美联社看来，特朗普自诩 两党不少人士批评。

普，如果美国与伊朗爆发战争，将
是“所有战争之母”；特朗普在社
交媒体回应：
“永远不要再威胁美
国，否则你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后果”。
两天后，特朗普 7月 24日

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说，正准备
与伊朗达成“真正的协议”，“与
先前（美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不
一样”。
特朗普 5月 8日宣布退出
前任民主党籍总统贝拉克·奥

巴马当政时达成的伊朗核问题
全面 协 议 ，着 手 恢 复 对 伊 制
裁。美联社认定，特朗普近几
天的言论显示，共和党政府似
乎正 准 备 迫 使 伊 朗 与 美 国 重
新谈判。

就特朗普说与 “条件”。
鲁哈尼会晤“不设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告诉美
前提”，美方多 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
名官员“灭 伊朗需要“彻底改变对待民众的
火 ”，纷 方式”、减少“恶意行为”、认同“值
纷 提 得加入一项防止核扩散协议”，
出 “然后总统会说他准备坐下来，与
他（鲁哈尼）对话”。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加雷特·马奎斯说，特朗普对与伊
朗对话持开放态度，甚至愿意终
结美伊两国近 40年的敌对状
态，前提是伊朗“彻底改变”。
依照他的说法，美方愿终止对
伊制裁，与伊朗建立全面外交和商
业关系，允许伊朗获得最新技术、

支持伊朗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前提是伊朗的“政策出现明确、经
过证实以及持续的转变”。
路透社报道，如果特朗普真
打算与鲁哈尼会晤，可能引发美
国多个盟友担忧，特别是作为伊
朗“老对手”的沙特阿拉伯和以
色列。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会晤意大
利总理朱塞佩·孔特，随后出席联
合记者会。一名记者问特朗普是
否愿意会晤鲁哈尼，特朗普回答，
“任何时候”都可以。
“没有前提，没有，”特朗普
立场“缓和”？

自美国 1980年与伊朗断交
以来，两国领导人从来没有见面。
在多家国际媒体看来，继上
周与鲁哈尼“互放狠话”，特朗普
对伊朗的“调门”似乎出现转变。
鲁哈尼 7月 22日警告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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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
定位
最受信任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
7月 30日说，美国已放松对印度
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管制。
罗斯在商务部一场活动上
说，美方同意把印度列入商务部
《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认定
的第一层级、即“最受信任”国
家。美方以前把印度列为第二层
级国家。
“印度作为美国主要防务伙
伴的地位使它成为《战略贸易许
可例外规定》认定的第一层级国
家，与我们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盟国一样，”罗斯说，“美方这一
举措反映印度遵守多边出口管
制原则、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努
力。”
罗斯说，成为第一层级国家
使印度防务和其他领域高技术
产品的供应链更加高效，将惠及
过去 7年印方合计金额大约 97
亿美元的订单。另一方面，放松
对印出口管制，可使美国企业更

就特朗普所说“见
面”，鲁哈尼的顾问哈
比德·阿布—塔利
比 7月 31日回
应：美方先重
返伊核协
议 再
说。

如果这一消息得到确
阿布—塔利比在社交媒体 认，
显现特朗普“渴
“推特”写道，美方应“尊重伊朗的 望”寻求与伊方
权利”，
“减少敌对行为”，“重返伊
。
核协议”。上述举措“可以为伊朗 “对话”
据新华社
与美国的谈判铺平道路”。
不清楚鲁哈尼是否对与特朗
普会晤感兴趣。伊朗总统办公室
主任、即鲁哈尼的幕僚长马哈茂
德·瓦埃齐 7月 18日告诉伊朗媒
体，鲁哈尼 2017年 9月前往美国
纽约市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期
间，8次拒绝特朗普提出
的见面提议。美国
《纽约时报》
报道，

对俄罗斯
制裁
维持不变

有效地向印度高技术和军方客
户出口范围更广的产品，美国制
造业将从中受益。
印度驻美大使瑙泰杰·萨尔
纳说，美方这一举措是印度
2016年成为美国“主要防务伙
伴”后的“必然一步”，不仅标志
着美方对两国关系的信任，也表
明印度作为美方经贸和防务伙
伴的实力。
“这反映印度现行多边出口
管制体系将允许美方转让更多
防务技术，”萨尔纳说，“我坚信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国防务关
系的具体呈现。”
美国 2011年生效的《战略
贸易许可例外规定》划分出口目
的地管理层次，澳大利亚、日本、
韩国等 36个国家被列入“最受
信任”清单。这些国家进口美国
高度管制的产品、即涉及“战略
贸易”时可申请“例外许可”。
据新华社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7月
30日说，美国短期内不会取消对俄
罗斯的制裁。
综合美联社和俄罗斯媒体报道，
特朗普当天与到访的意大利总理朱
塞佩·孔特在白宫会晤。孔特率先在
联合发布会上提出俄罗斯话题，说
“一夜间取消对俄制裁无法想象”。
特朗普随后说，“对俄制裁将维
持原样”，但他未作详细阐述。
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 7月 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
辛基会晤，是特朗普 2017年初就任
美国总统以来两人首次正式会晤。
随后，特朗普受到国内民主党以及他
自己所属共和党尖锐批评，被贴上
“软弱”和“亲俄”等标签。
此外，在美国国内，特别检察官
罗伯特·米勒主持的“通俄”调查仍在
进行中，以确认俄方是否干预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特朗普竞选团队是
否与俄方串谋以及特朗普是否妨碍
司法调查。

孔特在联合发布会上强调，意大
利政府希望对俄制裁不影响俄普通
民众和中小企业。他还说，意大利愿
与俄罗斯对话，“我们认为俄罗斯在
全部国际地缘政治危机中都发挥重
要作用”。
意大利是俄罗斯在欧洲的主要
贸易伙伴之一。由民粹主义政党五星
运动和极右翼党派联盟党联合组成
的意大利新政府一直主张改善与俄
罗斯关系、取消对俄制裁。
2014年，美国和欧洲联盟因为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
冲突对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目前欧
盟对俄经济制裁主要针对金融、能
源、防务和军民两用产品领域。
2015年以来，欧盟以旨在和平
化解乌克兰危机的“明斯克协议未能
得到完全执行”为由，数次延长对俄
经济制裁。最近一次制裁原本 7月
31日到期，但欧盟 7月 5日宣布将
制裁再延长半年至明年 1月 31日。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