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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問題
六 國

中 、 美 、
英 、 法 、
俄、德加上歐
盟和伊朗，前日在瑞
士洛桑達成框架協議。伊朗將把
離心機數量減少2/3，僅保留6,104
部，而且是較舊的第一代；在15年
內，停止製造濃度3.67%以上的濃縮
鈾，同時把此類濃縮鈾存量由現時的10噸
大幅減至300公斤；承諾未來15年不建造濃
縮鈾設施。伊朗的福爾多核設施將改為研究中
心，意味僅保留納坦茲一個核反應堆。

若違協議 即恢復制裁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將監督伊朗執行框架協議的情況，歐美

會根據進度解除經濟和金融制裁，但若發現伊朗違反協議，制裁
便會恢復。聯合國亦會通過新決議，修改對伊朗的制裁。美國總
統奧巴馬形容協議屬歷史性，能阻止伊朗發展核武。美國國務卿
克里稱核談判邁出重要一步，惟仍有多項技術問題要處理。
伊朗外長扎里夫稱協議屬雙贏局面，但表示跟美國仍有重大分

歧，又強調伊朗並非完全結束濃縮鈾計劃或關閉所有核設施。

西方審慎歡迎 伊拒棄和平用核
英、法、德等西方國家審慎歡迎伊朗核框架協議，認為各方仍

須盡力達成全面協議。伊朗總統魯哈尼發表全國電視演說，強調
伊朗會信守諾言，前提是另一方也要守諾。伊朗外長扎里夫指
出，不會放棄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俄羅斯外交部表示，協議等
同承認伊朗有權發展民用核能計劃。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中東專家萊弗里特指出，中俄正加強

與伊朗的經濟和戰略合作，若伊朗制裁獲解除，中俄將是大贏
家。他又表示，美國與伊朗談判，華府面臨國會反對聲音，但中
俄沒這方面的制約。

美伊續敵對 中東一樣亂
雖然美伊關係有「破冰」跡象，但兩國數十年來的敵對，已造

成很深隔閡，要真正和解仍是遙遙無期。美國卡內基中心訪問學者
巴胡特認為，奧巴馬或者打算與伊朗「大妥協」，重寫中東政治版
圖，但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因為伊朗態度冷淡得多，美伊可望
達成核協議，但兩國在其他衝突上將一切照舊。
伊朗在中東影響力近年持續提升，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蘭國」(ISIL)崛起後，鄰接伊拉克的伊朗成為對抗ISIL的重要
角色。伊朗亦被指支持敘利亞巴沙爾政權、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也門
「胡塞」武裝組織。日內瓦阿拉伯及地中海世界研究中心學者阿比
迪指，伊朗通過向鄰近地區施展影響力獲得國際重視，估計解除制
裁將令伊朗擁有更多資金，增強自身政治份量。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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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談判終於取得重大突破，核問題六國前日宣布達成初步框架協議，伊朗願意削減核計劃，換取歐美

取消制裁。各方將在6月底核談判限期屆滿前，磋商各種技術細節，確保達成全面協議。但分析指，協議難

以消解美伊之間長期敵對關係，兩國未來合作程度仍很有限，中東亂局亦難以因此平息；另一方面，伊朗制

裁若能解除，與該國關係良好的中

國和俄羅斯將是大贏家。

核談框架協議要點
限制鈾濃縮
-伊朗將削減2/3離心機，從約1.9萬部減至6,104部，而且只留下第一代「IR-1S」型離心機
-15年內停止提煉濃度逾3.67%的濃縮鈾，並將這濃度的濃縮鈾持有量減至300公斤
-未來15年不再建造新的鈾濃縮設施

減少核設施
-伊朗福爾多核設施將改成科研中心，不再進行鈾濃縮活動
-只剩下納坦茲一個反應堆，但將移除裡面較先進的「IR-2M」型離心機
-阿拉克重水反應爐重新設計，不准生產武器等級「鈈」，並將移除已有儲備

監管和制裁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可進入伊朗所有核設施，調查過去和目前核活動
-IAEA確定伊朗採取裁核措施後，美國和歐盟將解除制裁
-若發現伊朗違反協議，將再受制裁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表示，歡迎
伊朗核問題談判達成的重要共
識，為達成全面協議奠定堅實基
礎。中方呼籲各方珍惜取得的成
果，積累更多有利條件，排除可
能出現的干擾，堅定推進並完成
這一歷史進程。王毅又與美國國
務卿克里通電話，克里表示希望
與中國在內的各方加強合作完成

核談判。

「中國智慧」助談判續前行
新華社發表評論指出，中國作

為談判重要一方，多次提出建設
性提議，貢獻「中國方案」和
「中國智慧」，為談判朝積極方
向推進注入動力。在解決談判涉
及的技術細節上，中方抓住問題

關鍵癥結──伊核問題說到底還
是政治安全問題，各方加強政治
引領，適時做出政治決斷，對早
日達成全面協議至關重要。具體
談判方式上，中方認為各方應意
識到解決問題不能一蹴而就，須
分階段、對等地推進，而各方都
應承擔相應責任和義務。

■新華社

王毅歡迎達共識 克里望加強合作

以色列總理發言人昨表示，總理內塔尼亞
胡曾與美國總統奧巴馬通電話，向對方表示
落實框架協議將危及以色列的生存，為伊朗

製造核彈鋪路；奧巴馬則回
應指協議代表「重大進

展」，最終將切斷
伊朗製造核武之
路。
內塔尼亞胡向奧

巴馬表示，與伊朗
達成協議將增加核
擴散甚至戰爭的風
險。奧巴馬則指框
架協議是達致長
久、全面解決方案
的重要一步，又稱

美國對以色列安全的承諾不會受影響。內塔
尼亞胡昨召開安全內閣特別會議，討論伊核
協議。他在會後表示，任何與伊朗達成的最
終協議，均需清楚列出伊朗承認以色列生存
權利的條文。

美安撫海灣盟友
奧巴馬亦與沙特國王薩勒曼通電話，重申

美國對海灣國家的安全承諾，並邀請海灣阿
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領導人訪美，探討
提升安全合作。
以色列智庫「國家安全研究機構」分析家

古桑斯基指出，各國普遍歡迎伊核框架協
議，以色列難以游說其他國家反對，只能尋
求美國共和黨控制的國會支持。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美國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一直憂
慮伊核協議向德黑蘭讓步太多，
在框架協議達成後，有共和黨議
員前日表示會推動立法，容許國
會有權否決任何最終協議，但總
統奧巴馬已表明將予以否決，令
府會關係進一步緊張。

奧巴馬前日呼籲國會給予美國
及國際夥伴空間，在6月30日限
期前訂出全面協議，他指伊核問
題凌駕政治，關乎「戰爭與和
平」。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和黨

籍主席科克不買賬，揚言會在本

月14日復會後，推動表決給予國
會最終決定權的法案，部分民主
黨參議員亦表態支持。奧巴馬前
日致電國會領袖，游說放棄推動
該法案，華府官員亦計劃舉行簡
布會，向議員講解框架協議。

■美聯社/《華爾街日報》
伊朗核談判達成框架協議，意
味該國石油出口制裁令將解除，
國際油價或因伊朗增產而進一步
下跌，布蘭特期油前日挫3.8%，
報每桶54.95美元。不過，各國目
前仍在商討最終協議細節，距離
國際確認伊朗縮減核計劃並解除
制裁尚有一段日子，估計伊朗未
來半年至一年仍未能大幅增產石
油，對油價影響未必如預期般
大。
伊朗仍是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第五大產油國，天然氣蘊

藏排名全球第二，僅次於俄羅
斯。西方國家對伊朗實施石油制
裁後，該國每日產油量由2012年
的250萬桶，減至目前約130萬
桶。由於伊朗經濟極倚賴石油收
入，估計在制裁解除後會增產石
油。

突然增產有難度
不 過 ， 金 融 顧 問 公 司

Raymond James本周發表報告，
指伊朗已減產石油多時，產油技
術不足以應付突然增產，估計明

年底前仍難以每日增產50萬桶。
普萊斯期貨集團高級能源分析師
弗林認為，最終協議仍未塵埃落
定，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其後
亦需花數月監察伊朗裁核進度，
估計伊朗一年內未必能大量增產
石油。
伊朗在西方制裁下，中國、印
度、韓國、日本和土耳其從伊朗
進口的石油最多，新加坡交易員
稱，目前供應過剩，伊朗石油出
口須有一定折扣才有競爭力。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

油價曾跌4% 價格未必大跌

伊朗核問題達成初步協議，意
味國際社會對伊朗持續12年的制
裁有望解除。伊朗首都德黑蘭大
批民眾昨日凌晨上街慶祝，其後
更聚集在機場及附近街道，夾道
歡迎從洛桑回國的外長扎里夫及
代表團。
伊朗政府封鎖微博twitter，但當

地人昨凌晨「翻牆」瀏覽扎里夫的
twitter帳號時，發現他公布「問題
解決，立刻準備起草」的消息。德
克蘭瓦里阿瑟大道隨即有人載歌載
舞，汽車不斷響號慶祝。
26歲的哈希米安表示伊朗因核

問題遭誤解，希望當地對外關係
日後能改善，外國人亦能以較正

面角度看待伊朗。演員阿拉維亦
雀躍地表示，伊朗終於有機會像
其他國家一樣，享受正常生活，
「無論談判結果如何，我們都是
贏家」。39歲工程師里亞伊扎德
則認為外國可能會在解除制裁上
反口，待制裁真正結束後才值得
高興。 ■法新社

以國斥為伊朗核彈鋪路

憧憬制裁解除 民眾上街慶祝

美國會憂讓步太多 尋求最終否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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