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国际

2017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许荆楠 刘晓平 实习编辑 | 徐康亮 版式设计 | 施锡梅
FUYANG DAILY

安理会通过涉朝新决议
减少对其石油供应、禁止其纺织品出口
联合国安理会 9 月 11 日一致通过
第 2375 号决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
裁。此项决议是安理会针对朝鲜３日
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作出的反应，是
2006 年以来安理会第九次通过针对朝
鲜核导计划的制裁决议。
分析人士认为，安理会的新决议既
有对朝制裁内容，更强调和平解决问
题。相关各方应响应中方提出的“双暂
停”倡议和“双轨并行”思路，为朝核问
题的解决采取切实行动。

核导计划，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是
安理会决议的两个方面。只有两方面
都看到，
才能完整理解决议精神。

强调和平解决
在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一些
国家一味强调对朝鲜追加制裁。美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称朝鲜领导人是
在“求战”，她要求安理会对朝鲜采取
“最严厉措施”
。
但分析人士指出，朝鲜发展核导计
划破坏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自然不
对，但美国长期以来采取对朝敌视政
策，导致朝鲜陷入深深的不安全感，是
刺激朝鲜发展核导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仅
靠对朝制裁并不能解决问题。在安理
会的讨论中，不少安理会成员国都表达
了这样的意见，其中包括欧盟国家瑞典

和意大利。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与俄
罗斯都支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表示，中方一贯
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
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
题。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说，
安理会成员国应当继续寻找朝核危机
的外交解决办法。
最终通过的决议除了提出新的对
朝制裁措施外，还包括重申维护朝鲜半
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呼吁以外交和
政治方式和平解决问题，支持恢复六方
会谈，强调有关各方应当采取措施降低
半岛紧张局势等内容。
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制裁遏制朝鲜

专家指出，作为朝核问题的两个主
要当事方，朝鲜和美国均应为问题的解
决采取切实行动。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朴键一表示，解
决朝核问题当然需要朝鲜弃核，这也是
国际社会的一致要求。但现在美韩日
老是以各种理由对朝鲜进行军事威慑，
比如最近美韩又开始大规模军演，不断
刺激朝鲜搞核导开发。
其实，关于如何解决半岛问题，中
俄两国早已提出了可行方案。今年 7 月
4 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以中方提出的
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
机制“双轨并行”思路、朝鲜暂停核导活
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的“双暂停”倡
议和俄方提出的分步走设想为基础，制
定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
“路线图”
。
朴键一指出，
“ 双暂停”倡议和“双
轨并行”思路才是朝核问题真正的解决
之道。
成晓河认为，中国提出“双暂停”倡
议是出于公心，为朝核问题谋求转圜空
间。美朝双方应冷静下来，在合适时机
开启谈判，不要纠结于面子问题，要有
大智慧、大战略、大耐心。

美国司法部长要用测谎仪抓白宫
“内鬼”
知 情 人 士 透 露 ，美 国 司 法 部 长 杰
夫·塞申斯正考虑用测谎仪揪出总统国
家安全委员会向媒体通风报信的“内
鬼”。此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原发
言人肖恩·斯派塞曾突击检查几十名白
宫职员的手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9 月 10 日援
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塞申斯同白
宫官员开会时提出测谎建议，以查出是
谁泄露特朗普就职后同外国领导人通
电话的内容。
特朗普当时分别致电墨西哥总统
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和澳大利亚总理
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两次通话的内容

飓风“艾尔玛”
重创迈阿密
“艾尔玛”9 月 10 日上午以四
级飓风强度抵达佛罗里达群岛，
受其影响，迈阿密遭受狂风暴雨
并导致大面积断电，许多树木被
连根拔起或拦腰折断，不少低洼
地段出现积水。截至 11 日，迈阿
密的大部分加油站、超市、餐馆仍
未恢复运营，开门营业的商店门
口排起长队。

▶行人从被强风吹倒的大树旁经过

9 月 11 日，在美国纽约的“9·11”遗址
纪念广场，人们在镶嵌遇难者姓名铜牌的
纪念池旁悼念逝者。
当天是“9·11”事件 16 周年纪念日，人
们来到纽约“9·11”遗址纪念广场，向死难
者致以哀悼，
对牺牲的救援人员表达敬意。

未来路在何方

加强制裁力度
根据安理会的新决议，国际社会对
朝鲜追加的制裁措施包括，减少对朝鲜
的石油供应，禁止朝鲜纺织品出口以及
禁止朝鲜海外务工人员向国内汇款等。
专家认为，新决议追加的制裁措施
将进一步阻断朝鲜从外界获取收入的
来源，以更有力地遏制其发展核武器和
导弹计划。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
所长虞少华指出，新制裁措施中，禁止
纺织品出口将对朝鲜的收入产生较大
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成晓河指出，
从新决议的制裁措施来看，
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给东北亚
和平带来威胁，应该为其错误行为受到
惩罚；
但是，
新决议在追加制裁措施的同
时也为未来国际社会斡旋谈判留下了一
定余地。比如，新决议没有全面禁止对
朝鲜的石油供应，
而只是减少。

“9·11”
事件16周年纪念日

随后便“流出”，
《华盛顿邮报》8 月初刊
发通话全文。
按照这名知情人士的说法，塞申斯
拿打电话一事“开刀”，缘由是有权限获
知通话内容的只有一小部分人，意味着
他可以缩小泄密者的排查范围。
尚不清楚塞申斯是否同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
斯特或特朗普本人谈论过测谎一事。
这名知情人士说，尚不确定测谎结果是
否同解雇挂钩，但这一招能让泄密者因
担心受罚而有所收敛。
塞申斯在上月萌生测谎想法。最
先爆出消息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

塞申斯向很多人提过，但究竟会不会兑
现想法还不清楚。
塞 申 斯 同 特 朗 普 的 关 系“ 很 铁 ”。
他是第一个支持特朗普出任总统的共
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特朗普上台后第一
个提名的内阁部长人选就是塞申斯。
不过，塞申斯 3 月为避嫌，退出“通
俄门”调查，继而由前联邦调查局局长
罗伯特·米勒出任特别检察官主持调
查，让特朗普处境被动，引发特朗普不
满。
特朗普还曾批评塞申斯在泄密调
查上“太弱势”。塞申斯上月表示，司法
部进行的泄密调查案数量是贝拉克·奥

巴马政府时的 3 倍，他将毫不犹豫对泄
露机密资料者提出刑事起诉。
《国会山》
日报称，严打泄密的姿态再次为塞申斯
赢得特朗普的表扬。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媒体多次披露
白宫的风吹草动，令特朗普颇感被动和
恼火，指认媒体搞“假新闻”。多家媒体
今年 2 月底报道，时任白宫新闻秘书斯
派塞把 20 多名员工叫到办公室开“紧急
会议”，要求他们交出工作手机和私人
手机，查看是否通过加密、阅后销毁软
件暗中向媒体记者泄密。

警惕
“伊斯兰国”
手中空白护照
极端组织已利用其向欧洲国家渗透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上
大势已去，
但德国执法机构提醒，
该极端组
织有可能利用盗取的空白护照向欧洲国家
渗透。德国《星期日图片报》9 月 10 日援引
联邦刑事警察局和内政部机密文件报道，
“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盗取 1.11 万本空白的
叙利亚护照。此外还有其他极端和恐怖组
织对空白护照下手，德国安全部门共发现
18002 本叙利亚空白护照被盗。
德国调查人员已经掌握这些护照的
序列号，担忧恐怖分子利用空白护照填写
个人信息伪造身份，
从而潜入欧洲国家。
几天前，
《明镜》周刊以德国安全部门
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数十名关联“伊斯兰
国”、
“ 征服叙利亚阵线”等极端组织的叙
利亚极端人员已进入德国寻求避难。

欧洲研究者
用蒲公英橡胶制成轮胎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近日发布公报称，
欧洲研究者开发出一款用蒲公英根部提
取的天然橡胶制成的自行车轮胎原型，经
测试各项性能良好，标志着蒲公英橡胶的
市场化应用取得新进展，有望推动其量
产，从而缓解欧盟对天然橡胶进口的依
赖，
实现天然橡胶全球供应多元化。
据项目协调人、瓦赫宁根大学植物研
究所英格丽德·范德梅尔博士介绍，该项
目组此前已用俄罗斯蒲公英橡胶产出概
念轮胎，如今又培育出更优质的俄罗斯蒲
公英品种，其含胶量达到 17％至 20％，远
远高于野生俄罗斯蒲公英的５％，用这种
蒲公英橡胶生产的自行车轮胎质量出
色。项目组正继续俄罗斯蒲公英橡胶的
量产研究。
俄罗斯蒲公英也叫橡胶草，其根部多
乳汁，其中含有的胶质能用来制橡胶。范
德梅尔告诉记者，
“在地球上大量存在、同
时也可产出大量胶乳的植物非常少，俄罗
斯蒲公英是其中之一。橡胶树只能在热带
地区种植，
产胶期只有几年，
还需要劳动力
密集的割胶工作，而俄罗斯蒲公英可在温
带种植，又是一年生，可与其他作物轮种，
因此是理想的天然橡胶原材料之一”
。

澳科学家量子数据
存储研究取得进展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9 月 12 日发表公
报说，他们的研究人员在量子数据存储方
面取得进展，有望为建设下一代高安全性
量子计算机互联网提供新路径。
负责此项研究的澳国立大学副教授
马修·塞拉斯说，要打造将量子计算机连
接起来的全球网络，改善数据存储方式是
重要一环。研究人员将稀土材料铒放入
晶体中，使得量子存储器的存储时间大幅
增加。
研究人员介绍说，量子存储可以使科
学家将量子信息进行缓冲和同步操作，这
些操作是长距离、高安全性编码通信所必
须的。这一新技术未来有望应用于多种
量子计算机，
帮助其接入量子互联网。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