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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突破协议限制幅
度多大

伊核协议旨在防止核武器扩
散，同时也保障伊朗和平利用核能
的权利。协议对伊朗核活动做出限
制，主要涉及在一定时限内，伊朗
铀浓缩活动使用的离心机型号、数

量，浓缩铀丰度和储量，重水反应
堆改造和重水储量，以及承诺不进
行核爆炸装置的研发活动。

在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
分条款后，伊朗在铀浓缩活动的丰
度以及重水和浓缩铀储量两个方
面，已突破了伊核协议的限制，但
浓缩铀丰度及重水储量不足以生

产足量的钚，均不涉及武器级核技
术。本次宣布的第三阶段措施，启
动了 20台 IR-4型和 20台 IR-6型
较为先进的离心机，也突破了协议
限制。

总体而言，伊朗在技术层面已
经突破了伊核协议，但未违反协议

“核不扩散”的精神，且承诺若在伊
核协议中的利益得到保障，伊朗愿
意重新执行协议内容。

■伊核问题危机是否会
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5月宣布
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重启

并新增了一系列严厉制裁措施。虽
然近期伊美关系持续紧张，但没有
迹象显示伊美争端会升级，演变成
武装冲突。在持续制裁施压的同
时，美方也强调，不希望以武力解
决伊核问题。

此前美国及其盟国与伊朗发
生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包括多艘油
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遇袭击
受损，美国“全球鹰”无人侦察机遭
伊朗击落等。由此可见，美伊双方

“互动”的红线很清晰：摩擦但不交
火，对峙而不冲突，避免造成人员
伤亡、局势失控。

增兵是观察局势升级最明显

的信号。美军目前在该地区有约 5
万人常驻兵力及一个航空母舰打
击群等。这一规模并不足以支持美
军对伊朗大打出手，而迄今美军没
有任何大规模增兵的迹象。

另外，自 5月中止给予任何国
家继续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以来，
美方也并未进一步出台有杀伤力
的对伊制裁措施。

同时，一年多来，伊朗虽然经
历了一段时间严重的通货膨胀，普
通民众收入水平下降明显，但国内
社会基本稳定。制裁对伊朗民生和
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但并不致命。

据新华社

特朗普称美方与塔利
班和谈“已死”

美军将在“适当时候”
撤离阿富汗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9日称，美国
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平谈判“已死”。

特朗普是当天下午在白宫对媒体做出上述
表示的。当被问及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问题时，特
朗普说，美军将在“适当时候”撤离。

特朗普7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他曾计划
8日分别与塔利班代表和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
加尼在戴维营秘密会晤，但因为阿富汗发生造成
美军士兵死亡的袭击事件而取消会晤。特朗普指
责塔利班为增加谈判筹码而发动袭击，并称他已
经“叫停了和谈”。不过，特朗普当时在推特中并
未说明和谈是否永久性终止。

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发动阿
富汗战争，推翻被美方认定庇护“基地”组织的塔
利班政权。战后阿富汗局势持续动荡。随着塔利
班近年来在阿富汗势力不断壮大，美国政府不得
不选择与其进行谈判。自2018年10月起，美国政
府开始与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和平谈
判。谈判已进行9轮，最新一轮谈判于本月1日结
束，双方达成协议草案。

韩国军方称朝鲜试射
两枚短程发射体

最大射程约330公里
据新华社电 韩国军方 10日称，朝鲜当天向

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方向试射两枚短程发射体。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发布的信息显示，朝鲜于

当天早晨6时53分和7时12分先后两次，由平安
南道价川一带试射发射体，两枚发射体最大射程
均可达到大约330公里。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尚未披露飞行高度及速
度等有关朝方发射体的更多信息，称韩美正在进
一步分析发射体具体类型。韩军联合参谋本部表
示，韩国军方正密切关注局势并保持警戒态势，
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氛围的行为。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常任
委员会当天紧急召开会议，会议重新审视了朝鲜半
岛整体安全形势，并对朝方发射活动深表忧虑。

据朝中社9日报道，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崔
善姬当天表示，朝方愿在9月下旬与美方举行朝
美工作磋商。她同时敦促美方拿出符合双方共同
利益、朝方可以接受的方案。

英国议会再次否决首相“提前大选动议”

英式民主在“脱欧”迷局中乱了方寸

伊核协议何去何从？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已
安装新的离心机

国际原子能机构9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已安装新的离心机，进一步突
破伊核协议的限制。

美国去年5月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今年5月，
伊朗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截至目前，伊朗在中止履行伊核协
议上采取了哪些措施？美伊矛盾的实质是什么？伊核问题会不会在中东地
区引发新的冲突？

英国议会下院10日凌晨再次否决首相约翰逊提出的在10月

15日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大多数反对党议员

投下反对票或者弃权，最终投票结果为293票支持、46票反对。由

于未达到规定所需的、全部650名议员中三分之二以上票数的支

持，约翰逊提前大选的动议再次被否决，令欲强行使英国在10月

31日期限前“脱欧”的约翰逊再遭打击，英国“脱欧”前景更加迷茫。

自2016年6月的全民公投至今，英国“脱欧”已历时3年多。现

如今，如何“脱欧”仍是个问号，英国社会对“脱欧”合法性的质疑日

益高涨，不少民众开始反思一度引以为豪的英式民主制度，甚至呼

吁英国应考虑民主重建。

■代表性存疑的公投
2016年 6月，英国举行历史性的

“脱欧”公投，“脱欧”和“留欧”分别获
得 51.89%和 48.11%的支持率。一些分
析人士认为，这一令英国走上“脱欧”
道路的公投结果不仅不能代表民意，
反而撕裂了民意。

英国学者、资深媒体评论员马
丁·雅克指出，“脱欧”公投结果虽然
是赞成“脱欧”的人略占多数，但不
容忽视的是，不赞成的人也接近一
半。这不是一个“压倒性”胜出的结
果，而是近半数民众意见被否认的
困境。

英国共产党国际书记约翰·福斯
特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脱欧”公投
让英国 48.11%的选民意愿被其余
51.89%所“绑架”。

此外，英国舆论认为，公投中之
所以“脱欧”意见胜出，原因在于45岁
以上人群的投票率大大高于 45岁以
下人群，而前者多数支持“脱欧”，后
者多数支持“留欧”。

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2017年
底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受访的 350
多位英国青年普遍认为，在“脱欧”公
投中，年轻人未能充分表达意见。

■失灵的反对党机制
有着700多年历史的英国议会被

称为“议会之母”，这一直让英国人引
以为傲。2017年初，英国议会经司法
裁决掌握“脱欧”主导权时，民众对其
充满期待。但如今，民众已对议会无
休止的“脱欧”辩论和投票失去耐心。

英国首相约翰逊反复宣称，即使
没有与欧盟达成协议也要在 10月 31
日前带领英国“脱欧”，但随着这一期
限的临近，反对派在议会对约翰逊的
强行“脱欧”计划发起了猛烈阻击。自
本月 3日英国议会结束夏季休会以
来，反对派发起阻止“无协议脱欧”的
法案一周内获议会两院批准。约翰逊
为打破议会阻击而发起的两次提前
大选动议均被否决。

就“脱欧”一事，英国政府认为，
如期“脱欧”，尽早结束“脱欧”苦旅，
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而在反对
派看来，草率“脱欧”将引发经济动
荡，不利于英国今后的发展。均宣称
自己是为了国家利益的各派议员在
议会相互拆台、打口水仗，府院分歧
始终无法弥合。

按照英国民主制度的设计，反对
党的职能是监督执政党及政府的行

为，一旦其出现重大失误，随时准备
上台执政。分析人士认为，这种监督
本应在约束执政党的同时推动政府
提高效率，但这一机制在“脱欧”过程
中完全失灵。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
治研究室主任李靖堃认为，在当下的
英国政界，上台执政已成为压倒一切
的目的，政党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被置
于国家利益之上，“脱欧”已演变成党
派之争、个人恩怨之争、权谋之争。已
经没有人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没有
人承担责任。

■脱离民众的代议制民主
应约翰逊请求，英国议会10日起

再次休会，为“脱欧”前景增添了更多
不确定性。担任议会下院议长10年的
约翰·伯科 9日宣布最晚将于 10月底
辞职。作为中立仲裁者，议长通常不
做政治评论，但伯科在发表辞职声明
时说:“我们正在冒险贬低这个议会。”

分析人士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宣
称服务于人民，本应为人民解决问
题。然而受困于“脱欧”引发的党派之
争、府院之争，英国政府无法推进其

他国内议程，造成经济濒临衰退，商
业信心重挫，民众怨声载道。

李靖堃说，代议制民主从本质上
说是一种精英民主，但这种精英民主
越来越脱离民众，越来越无法解决民
众面临的实际问题，导致民众对精英
政治越来越失望。

福斯特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听起
来不错，但实际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
益，制度内的政党代表的是统治阶级
的不同派别，他们寻求掌控民意，提
供民主的“假象”。

文/图 新华社

9月9日，英国伦敦，人们在议会大厦外抗议。

福彩刮刮乐福彩刮刮乐 两千万赠票两千万赠票
9月1日起，凡在省内（不含深圳市）购买“刮刮乐”即开票单张彩票中得500元或1000元奖

级的中奖彩民，可获赠与中奖彩票奖金相同的整本“中国龙”即开票，20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相
信梦想，助力公益，中国福利彩票。

广告

中国福利彩票，爱心成就梦想。

行政处罚听证公告
关于黄金标因黄金标“3·2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一案申请听

证，根据《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十二条
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我局定于2019年9月17日9时30分在石
岐区民生路38号市政府民生办公区七楼中山市应急管理局701会
议室公开举行听证会。

特此公告。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
2019年9月11日

因中山坦洲快线施工需要，中山坦洲快线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定于2019年9月8日至2021年

9月1日对城桂公路中港中英文学校到中山市第

一中学段实施局部围蔽施工。

请广大驾驶员知照，提前选择出行线路，途径

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不便之处，敬

请谅解。

中山坦洲快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中山市地方公路管理总站

2019年9月5日

施 工 通 告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9246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4、2、7
“排列五”中奖号码：4、2、7、5、0
兑奖时间从2019年9月10日起至2019年11月11日止。

“七星彩”第19106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8、7、3、4、3、5、6
兑奖时间从2019年9月10日起至2019年11月11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9月10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106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02）、（14）、（22）、（27）、（30）、（33）
蓝色球号码：（14）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246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6）、（1）、（5）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246期开奖结果
如下:
基本号码：（01）、（05）、（07）、（10）、（12）、（30）
特别号码：（13）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 7“好彩1”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246期
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13）、（鼠）、（夏）、（东）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好消息：9月 1日“双色球”第2019102期开奖，位于东区
朗晴假日五栋11卡的 44110473福彩投注站中出了1注
一等奖，奖金578万元。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中国福利彩
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