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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访伊谈合作
据新华社电（记者 夏晨）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 21
日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20 日晚抵达
德黑兰，对伊朗进行访问。他将就国际原子能机构

案”，以便国际原子能机构能继续在伊朗开展必要的
核查工作。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保障协定。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伊朗议会去年 12 月通过法案，要求政府如在一

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作为伊朗

定期限内未发现对伊制裁“松动”，就应进一步突破

在伊核协议中所作承诺的一部分，伊朗按《不扩散

格罗西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通知国际

伊核协议限制。伊朗外长扎里夫本月 17 日表示，根

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要求采取一些有关核活动

原子能机构将中止自愿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

据这一法案，如果伊核协议相关方在规定时间内仍

的自愿措施，给予国际原子能机构更广泛监督伊朗

加议定书后，他准备访问伊朗。他将“会晤伊朗高级

不履行协议义务，伊朗将从 2 月 23 日开始中止履行

核活动的权限。中止履行该议定书意味着这些措施

官员，寻求双方都能接受、不违反伊朗法律的解决方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但伊朗仍会遵守

与伊朗继续合作问题与伊朗官员进行磋商。

美伊互开履约条件 伊核协议前景如何

将暂停。

美一波音客机引擎起火
紧急降落 所幸无人伤亡

穆加达姆认为，除非美国总统拜登，用正式的书
面形式，而不是口头宣布取消特朗普的决定。让美
国重返伊核协议，取消所有对伊朗制裁，并且重新执
行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在达成这些条件
近期美伊关于伊核协议的存废再次陷入胶着，双方都在不同
场合表态称，希望对方先迈出第一步。美方表示如果伊朗重新严
格履行伊核协议，则美国也将采取行动。而伊朗方面则称，如果
美国解除制裁并重返协议，伊朗将立刻扭转此前中止履行的伊核

后，伊朗将暂停 20%浓缩铀计划。

伊朗专家：伊朗很难再次信任美国
此前美方曾表示，美国不会为了与伊朗谈判而
先解除对伊朗制裁。穆加达姆认为，美国的意图是

协议部分条款。
美伊两国近期表态频频，双方能否弥合分歧？伊核协议前景
又将如何？

■ 据央视

通过制裁的手段，迫使伊朗在地区影响力和导弹研
发等议题上让步，但鉴于美国已经做出退出伊核协
议的举动，伊朗很难再次信任美国。
穆加达姆说，过去四年的经验表明，每当伊朗做
出并履行承诺时，欧洲和美国却都违反了它们的承
诺。因此没有任何道理可以再次信任它们，它们可
能会试图再次欺骗伊朗。

核心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谈判难度大
另据了 解 ，伊 朗 政 府 已 经 通 知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拜登正在延续特朗普对伊朗政策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重新

据新华社电（记者 黄恒） 美国联合航
空公司一架波音 777-200 客机当地时间 20
日中午从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国际机场起
飞后不久发生严重事故，飞机右引擎外壳
脱离爆炸起火，所幸，机上人员没有伤亡。
据当地 CBS 电视台报道，
这架飞机航班
号为美联航328，
从丹佛飞往夏威夷州首府火
奴鲁鲁。飞机于当地时间 20 日 12 时 15 分起
飞，升空后不久便报告右引擎出现故障，13
时 30 分许安全返回丹佛国际机场降落。机
上包括机组人员在内共 241 人，
无人受伤。

构，将从 23 日开始暂停自愿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

机上乘客拍摄的视频显示，飞机在空

约》附加议定书。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目

中飞行时右侧引擎外壳脱离，引擎内着火

前 已 经 抵 达 伊 朗 ，并 于 21 日 与 伊 方 正 式 展 开 会

冒出黑烟。地面人员拍摄的另一些视频显

晤。有分析称，格罗西的本次访问旨在为国际原子

示，一架大型商用客机突然在空中发出爆

能机构继续在伊朗开展关键核查，找到双方都能认

炸声，然后右侧引擎冒烟。

可的解决办法。

飞机引擎爆炸后的残片落在丹佛国际

加入伊核协议谈判，但同时他也呼吁欧洲各国共同

目前伊核协议面临一个关键节点，尽管美伊都

机场附近社区内。网络图片显示，其中引

合作，以遏制所谓伊朗在中东的“破坏稳定”的行

表达出谈判的意愿，
但双方就核心问题仍然无法达成

擎整流罩一部分砸中了一辆停在一所住宅

为。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加达姆认为，拜登这番表

一致。伊朗舆论认为，
如果美国和欧洲不能拿出切实

前院的黑色皮卡车。屋主和车主柯比·克

态意味着他从某种程度上正在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

可行的方案来全面履行协议，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今

莱门茨说，他听到声音跑到屋外，看见各种

的对伊朗政策，而伊朗已经多次强调，美国应当采取

后谈判的难度将继续增大。分析指出，
美国解除对伊

残片像雪花一样从空中飘落下来，一块巨

实际行动表达诚意。

制裁并重返伊核协议，
是打破目前僵局的首要条件。

大残片差 3 米就砸中了他。
当地警局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地面人
员受伤报告。

美国得州罕见风暴造成食品紧缺电价暴涨

居民收到天价账单：5 天电费 1.7 万美元
据新华社电（记者 高路） 遭遇罕见冬季风暴

得州北部居民告诉福克斯新闻，他是网迪能源公司

的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 20 日气温开始回升，但当地

的用户，在冬季风暴期间尽管全家都尽可能地节约

食品和饮用水供应依然紧张。此外，部分生活必需

用电，可 5 天下来的电费开销竟然高达 1.7 万美元。

品和电价也出现暴涨。

另一位休斯敦居民则表示，她过去一周的电费账单

根据监测全美电力供应的网站显示，截至 20 日

为 5500 美元。

美国航空安全相关部门正在对这一事
故展开调查。

伊拉克一空军基地
遭 3 枚火箭弹袭击
据新华社电（记者 张淼） 伊拉克北部
萨拉赫丁省拜莱德空军基地 20 日晚遭 3 枚
“喀秋莎”火箭弹袭击，造成一人受伤。

下午，得州全境有超过 5.4 万户处于停电中，与 19 日

除了天价电费外，得州人近日还明显感受到酒

萨拉赫丁省警方官员穆罕默德·巴齐

相比大幅下降，但全州仍有超过 15 万民众家中断水

店、汽油甚至瓶装水价格的上涨。20 日得州大城市

当天表示，拜莱德空军基地当晚遭 3 枚“喀

或自来水的水质异常，全州近半数居民需要将自来

的汽油价格较冬季风暴来临前上涨了一到两成。另

秋莎”火箭弹袭击，其中一枚击中基地内一

水烧开至少两分钟方能饮用。

有报道说，有一些不良商家将成箱的瓶装水拆分，按

处美军承包商所在的建筑，造成建筑受损、

瓶售卖，每瓶价格为原价的两到三倍。

一名伊拉克籍雇员受伤。其余两枚火箭弹

得州的食品供应 20 日也仍未恢复正常。大型
超市内的即食食品被抢购一空，肉蛋奶和蔬菜水果

根据得州法律，在灾害状态期间随意抬高食品、

等商品库存明显不足，多数超市还对桶装水进行限

药品、汽油等必需品价格属于违法行为。政府呼吁

量销售。

市民继续举报哄抬物价现象。

落在基地内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尚未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此
次袭击。

在 20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得州官员说，该

此次罕见寒流已直接或间接造成数十人死亡。专

拜莱德空军基地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

州已经订购了 1000 万瓶瓶装水和超过 500 万份即

家预计，
随着时间推移，
相关死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

达以北约 80 公里处，曾驻有负责训练伊拉

目前，美国政府已宣布得州部分地区进入“重

克军队的美军官兵。去年 1 月 12 日，该基

大灾害状态”，联邦政府的救援人员和物资正在陆

地曾遭 8 枚“喀秋莎”火箭弹袭击，造成 4 名

续到位。

伊拉克空军人员受伤。

食食品，会向全州有需要的人群发放。
当得州居民仍在为食品和饮用水发愁时，一些
家庭却惊讶地发现他们收到了天价电费账单。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