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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记者 程帅朋 辛俭强

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 18 日
终止。分析人士认为，禁令解除
后，伊朗有望从俄罗斯等国购置武
器提升国防能力，但受制于自身经
济状况和美国持续打压等因素，伊
朗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豪购的情况很
难出现。伊朗核协议执行目前处于
停滞状态，今年美国总统选举和明
年伊朗总统选举的结果或将对该协
议最终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阻止未能奏效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自

18 日起，向伊朗提供或从伊朗获
取武器的所有限制措施都自动终
止。伊朗可以根据自身防卫需求，
不受限制地从任何来源获取任何必
要的武器装备。声明同时强调，伊
朗不谋求获取非常规武器和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也不会突击购买大量
常规武器。

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说，伊朗与世界防务合作的正

常化，有利于多边主义事业以及中
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可以追
溯到 2007 年 3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的第 1747 号决议。该决议规定禁
止伊朗对外出口武器，并呼吁所有
国家对向伊朗出口重型武器保持警
惕和克制。2015 年 7 月，伊朗与伊
核问题六国 （美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 达成伊核问
题全面协议。该协议以及随后安理
会 通 过 的 第 2231 号 决 议 均 写 明 ，
联合国维持对伊武器禁运至伊核协
议正式生效五年之后，即 2020 年
10 月 18 日。

近来，美国在安理会提出延长
对伊武器禁运决议草案并试图启动
伊核协议“快速恢复制裁”机制，
以全力阻止解除对伊武器禁运，但
均以失败告终。

军事豪购可能性小
联合国解除武器禁运，对伊朗

意味着什么？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

晋认为，解除禁运体现出国际社会

对多边主义的坚持和对美国单边主
义政策的反对。伊朗今后可以从俄
罗斯等国获得一些高精尖武器，对
于提升自身国防能力有一定作用。
但解除禁运只是伊朗从伊核协议中
得到的一个“副产品”，伊朗想要
通过协议摆脱经济困境的主要愿望
远未实现。

英国 《经济学人》 杂志日前发
表文章认为，禁运解除后，伊朗军
事豪购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

首先，俄罗斯等潜在的对伊朗
军售国家都想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
敌对国家——如沙特、以色列、阿
联酋等保持良好关系。其次，美国
对伊朗的制裁重创伊朗经济，削弱
了伊朗的军购能力。再次，美国的
制裁威胁会吓退一些有意对伊朗军
售的国家。最后，伊朗的军事战略
不是基于外购的武器装备，而是基
于自行生产的弹道导弹和中东地区
的一些亲伊朗民兵武装。

伊核协议命运如何
伊核协议正式生效五周年之

际，特朗普政府正不遗余力地推行

对伊极限施压政策，希望彻底摧毁
该协议。而伊朗近几个月来则降低
调门，没有进一步违反其在伊核协
议中作出的承诺。

王晋认为，伊核协议的命运在
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伊两国总统
选举结果。随着美国总统选举临
近，美国以外的伊核协议各方都在
观望，在美国大选结果确定之前不
愿在伊核协议上有大动作。如果美
国总统特朗普连任，美对伊极限施
压将会继续，伊核协议前景更加黯
淡。特朗普的竞争对手、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拜登此前曾表示，如果他
当选，且伊朗重新“严格遵守”伊
核协议，那么美国将重新加入该协
议。

伊朗明年将举行总统选举，已
担任两届总统、被视为温和派的鲁
哈尼将卸任。伊核协议陷入困境致
使伊朗国内保守派力量上升，对美
强硬的保守派已在今年伊朗议会选
举中赢得大多数席位。王晋认为，
如果保守派赢得明年伊朗总统选
举，伊朗有可能进一步突破伊核协
议的约束。

联合国解除武器禁运对伊朗影响几何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世
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新冠疫情数
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17 日
19 时 43 分 （北京时间 18 日 1 时 43
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数较前一
日增加 392471 例，创疫情暴发以
来单日最大增幅。全球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数连续 2 天创新高。

据世卫组织数据，此前单日新
增病例数纪录是 16 日的全球新增
确诊病例 388167 例。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17 日 19 时
43 分 ，全 球 累 计 确 诊 病 例 已 达
39196259 例，累计死亡 1101298 例。

欧洲疫情近期快速反弹是全球
日增确诊病例数屡创新高的一个重
要原因。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欧洲地
区 17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53783
例，在世卫组织对全球划分的 6 个
地区中数量最多，其次是美洲地区，
该地区当天报告新增 135640 例。

图为 10 月 17 日晚间，在法国
北部城市里尔，警察在宵禁后的街
道上巡逻。为遏制新冠疫情，法国
从 17 日起在法兰西岛大区 （大巴
黎地区） 和其他 8个大城市实施宵
禁。 （新华社发）

世卫组织：

全球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连创新高

新华社东京10月18日电
记者 郭丹

日本首相菅义伟 18 日起对越
南和印度尼西亚进行为期四天的访
问。

分析人士认为，菅义伟上任后首
次出访选择这两个东南亚国家作为
目的地，有强化与东盟国家关系、助
力本国经济复苏等多重考虑。预计未
来菅义伟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
前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

强化与东盟关系
菅 义 伟 9 月 中 旬 当 选 日 本 首

相，接替因健康原因辞职的安倍。
分析人士指出，按惯例，日本

首相首次出访大多会选择关系密切
的盟国美国，或借出席国际会议之
便访问会议主办国。不过，鉴于目
前新冠疫情依然在全球各地肆虐、

国际会议多改为线上举行，美国又
临近总统选举，都不太适合作为菅
义伟首访的目的地。

而越南今年是东盟轮值主席
国，当地有不少日本企业；印尼则
是东盟人口最多国家和东盟总部所
在地，同时也是二十国集团成员。
两国在东南亚都具有重要影响力。
日本舆论认为，菅义伟将通过此访
强化日本与东盟国家关系，特别是
在安全合作方面，会继续拉拢东盟
国家加入日美推动的所谓“印太战
略”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安倍 2012 年
第二次上台后首次出访目的地中也
包括越南和印尼。菅义伟复制安倍
的做法，被视为有沿袭安倍外交政
策的想法。

此外，日本也希望通过菅义伟
的访问促成这两国的技能实习生尽
快来日本，帮助日本恢复经济。

根据日本法务省数据，截至
2019 年年底，日本共有约 41 万名
外籍技能实习生，其中越南人最
多，约有 22 万；来自印尼的技能
实习生人数也排在前列。受新冠疫
情影响，当前有大批技能实习生无
法赴日，导致日本多地农业、制造
业、建筑业等行业劳动力严重不足。
菅义伟日前在自民党会议上表示，
希望与越南和印尼围绕重启两国技
能实习生来日等话题进行磋商。

将延续安倍政策
以安倍继任者身份登台的菅义

伟在执政后会推行怎样的外交政策
引人关注。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菅
义伟在执政初期应会延续安倍时期
的政策，待站稳脚跟后或将逐步推
出带有个人印记的举措。

菅义伟当选首相后曾表示，他
基本上会继承安倍的外交方针，希

望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展开外交活
动，推进在安倍时期成型的“自由
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构想，同
时也会推进与中国、俄罗斯等亚洲
邻国构建稳定关系。不过，菅义伟
也表示，“我会有我的外交姿态”。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菅义伟缺
乏外交经验，在执政初期更有可能
采取谨慎保守的外交政策，避免极
端化手段，尤其注意不与周边国家
产生过多摩擦。有日本学者认为，
菅义伟会更多倚靠熟悉外交事务的
高官出谋划策，同时注意与安倍时
期的政策“对表”。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的印太构
想与美国“印太战略”相呼应，两
国试图联手在印太地区推行对抗性
的地缘博弈战略，这冲击了以东盟
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对于区域
内各国都毫无益处，预计也难以被
东盟各国所接受。

菅义伟首访为何选择越南和印尼

新华社河内10月18日电 据
越 通 社 报 道 ， 当 地 时 间 18 日 凌
晨，越南中部广治省向华县山区一
个军队驻地发生暴雨引发的山体滑
坡事故，导致 22 名军人被埋。截
至目前已找到 3 具遗体。

消息说，救援人员当天上午已
打通前往事故现场的道路，正在搜
救其余 19 名失踪者。

越南预防自然灾害中央指导委
员会 18 日发布消息说，6 日以来，
暴雨及相关灾害已导致越南中部和
西原地区 60 余人死亡，台风“浪
卡”导致越南北部 2 人死亡。

图为 10 月 18 日在越南中部广
治省拍摄的山体滑坡事故搜救现
场。 （新华社/越通社）

越南发生山体滑坡
22名军人被埋

据新华社联合国10月17日电
（记者王建刚） 10 月 17 日是国际消
除贫困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发表致辞，呼吁国际社会在新冠疫
情期间和疫情结束后，都要“与身
陷贫困的人们站在一起”，并为他
们提供必要的支持。

古特雷斯说：“对全世界最贫
困的人而言，新冠疫情堪称一场双
重危机。”首先，贫困群体“感染
病毒的风险最高，而获得优质保健
的机会最少”；其次，最新估计显示，
今年将有多达 1.15 亿人因疫情而陷
入贫困，这是全球贫困人口最近数

十年来首次增加，而女性更有可能
失去工作，且获得社会保障的可能
性更低，因而面临的风险更高。

1992 年 12 月 22 日，第 47 届联
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 10 月 17 日
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旨在引起国
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宣传和
促进全世界消除贫困的工作，动员
各国采取具体的扶贫行动。今年的
主题是“共同行动，实现所有人享
有社会和环境公正”，将重点关注

“多维贫困”，强调社会公正，以及
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公
正，都是消除贫困的重要环节。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

与身陷贫困的人们站在一起

10月9日，在哈萨克斯坦努尔苏
丹，一户居民家的电视正在播放“一
带一路”纪录片《你好，哈萨克斯坦》。

中哈合拍“一带一路”纪录片
《你好，哈萨克斯坦》 近日起在哈
萨克斯坦阿塔梅肯电视台播出。本

片通过讲述中哈两国友人的丝路故
事、特别是在经贸领域的交往合作
事例，展现“一带一路”倡议和哈
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
对接为中哈合作带来的新机遇。

（新华社发）

中哈合拍“一带一路”纪录片

《你好，哈萨克斯坦》在哈播出

新华社第比利斯10月18日电
（记者李铭）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新达成的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纳卡） 地区实施人道主义停火协
议 18 日生效后，双方继续互相指
责对方破坏停火、发动攻击，并否
认了对己方破坏停火的指控。

阿塞拜疆国防部 18 日发表声
明说，当天中午亚方一架苏-25 战
机在“试图空袭贾布拉伊尔地区的
阿军时”被击落。亚方军队在停火
协议生效后还进攻了阿境内的戈达
贝尔等地区。

亚美尼亚外交部 18 日发表声
明，指责阿军当天在纳卡地区南部
发动进攻，导致人员伤亡。声明
说，当天阿塞拜疆方面拒绝了在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调停下，双方从
战场撤出负伤士兵的建议。

亚美尼亚通讯社当天还援引纳
卡军事部门的消息称，自本轮冲突
爆发以来，纳卡方面军人死亡人数
已达 673 人。

亚阿两国 9 月 27 日在纳卡地区

爆发新一轮冲突，双方均指责对方
违反此前的停火协议，率先发动军
事进攻。连日来，冲突造成包括平
民在内的人员伤亡。10 月 17 日，
亚阿两国宣布已达成在纳卡地区实
施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双方同意从
当地时间 18 日零时起实施人道主
义停火。

法 国 总 统 府 17 日 发 布 公 告
说，这一人道主义停火必须是无条
件的，且双方必须严格遵守。法国
将密切关注事态，继续致力于促使
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尽快开启可信
的谈判。同日，德国外交部发表声
明，呼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尊重
人道主义停火协议，立即停止所有
战斗，尽一切可能避免更多伤亡。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
部，居民多为亚美尼亚族人。苏联
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
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1994
年，双方就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
两国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
态，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纳卡地区新停火协议生效
双方互指对方破坏停火

新华社维也纳 10 月 17 日电
（记者于涛） 奥地利外交部长沙伦
贝格的发言人 17 日说，沙伦贝格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当天，
奥地利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再
创新高。

奥地利新闻社援引沙伦贝格发
言人的话报道说，沙伦贝格 16 日
接受了例行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沙伦贝格目前没有症状，正
在居家隔离，其原定下周访问英国
和丹麦等国的日程已取消。

据报道，沙伦贝格新冠病毒检
测结果公布后，奥地利政府其他成

员紧急接受了检测，截至目前他们
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奥地利卫生部网站 17 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 1747 例，再创疫情暴发以来新
高。截至 17 日上午，奥地利累计
确诊病例 63134 例，累计死亡病例
890 例，现有确诊病例 13473 例。

鉴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过
去一周屡创新高，奥地利政府已
决定于 19 日召开联邦政府与各州
政府的特别视频会议，以研判疫
情形势并讨论是否进一步收紧防
疫措施。

奥地利外长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据新华社喀布尔10月18日电
（记者陈鑫 邹德路） 阿富汗政府
官员 18 日证实，位于阿西部古尔
省首府菲罗兹山的古尔省警察局办
公楼外当天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
成至少 16 人死亡、90 人受伤。

古尔省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安
全部门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地
时间 11 时 45 分左右，一辆载有炸
药的汽车在省警察局办公楼外爆

炸，省警察局办公楼和附近的一座
政府办公楼遭到严重损毁。

古尔省卫生部门官员阿卜杜
勒·拉蒂夫·拉希米对新华社记者
说，爆炸已造成至少 16 人死亡、
90 人受伤。目前仍有人被埋在倒
塌建筑物的瓦砾下，伤亡人数可能
会进一步增加。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布
制造这起袭击事件。

阿富汗一警察局遇袭
致16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