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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通过对朝新制裁决议
要制裁更要和谈

联合国安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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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强制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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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安理会的新决议，国际社会对朝鲜追 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自然不对，但美国长期
加的制裁措施包括，减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 以来采取对朝敌视政策，导致朝鲜陷入深深的
禁止朝鲜纺织品出口以及禁止朝鲜海外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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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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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裁并不能解决问题。在安理会的讨论中，不
步阻断朝鲜从外界获取收入的来源，以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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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遏制其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与俄罗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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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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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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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
河指出，从新决议的制裁措施来看，朝鲜违反 协商解决问题。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给东北亚和平带来威胁， 贾说，安理会成员国应当继续寻找朝核危机的
应该为其错误行为受到惩罚；但是，新决议在 外交解决办法。
最终通过的决议除了提出新的对朝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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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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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对朝鲜的石油供应，
而只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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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强调和平解决
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制裁遏制朝鲜核导计
在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一些国家一 划，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是安理会决议的
味强调对朝鲜追加制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 两个方面。只有两方面都看到，才能完整理解
表黑莉称朝鲜领导人是在“求战”，她要求安理 决议精神。

■ 未来出路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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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飓风过后的
迈阿密

萨卡什维利
“非法入境” 乌克兰政府：要法办

【乌政府：要法办】
萨卡什维利起初试图乘火车从波兰进入
乌克兰，但是列车拒绝发车，列车员要求萨卡
什维利下车。他被迫由公路继续前往波乌边
界，在边境检查站受到乌边防人员阻拦。对峙
数小时后，萨卡什维利的支持者推开边防人
员，保护他强行进入乌克兰。
萨卡什维利卸任格鲁吉亚总统后前往美
国。乌克兰政局剧变后，曾在乌上大学的萨卡
什维利获得乌克兰国籍并在乌从政，由乌总统
彼得罗·波罗申科任命为敖德萨州州长。但

英国
“脱欧”关键议案
获议会下院通过

新华社伦敦 9 月 12 日电 英国议
会下院 12 日投票通过一份名为 《大
废除法案》 的“脱欧”关键议案，
旨在将现有欧盟法律转换为英国国
内法，为英国“脱欧”后的法律承
接做准备。
经过两天的辩论后，英国议会
下院以 326 票支持、290 票反对的结
果通过这一议案。按议会立法程
序，该议案将进入委员会审查阶
段，其内容仍有可能通过修正案进
行修改。
《大废除法案》将废除英国议会
在 1972 年制定的《欧洲共同体法案》，
后者确立了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
身）法律在英国的直接或间接适用、
当两者法律冲突时欧盟法优先等原
则。
当地舆论称，
《大 废 除 法 案》是
“英国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法案之
一”，对英国最终脱离欧盟、收回议会
立法主权十分重要。
《大废除法案》需
由英国议会两院批准后才能成为法
律。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对《大废除
法案》在议会下院获得通过表示欢
迎，认为它为英国“脱欧”提供了确定
性。而反对党工党议员认为，这一议
案将导致英国国内法律的变化，需要
由议会审慎决定。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英国加入欧
洲一体化 40 多年的进程中，已有上万
条与欧盟有关的法律并入英国法律
体系，将其中涉及欧盟法的内容进行
必要的处理，
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伊拉克议会通过决议
反对库区独立公投

9 月 11 日，在美国佛
罗里达州迈阿密，行人从
被强风吹倒的大树旁经
过。
“艾尔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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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格鲁吉亚前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
10 日强行进入乌克兰后，乌克兰政府表示，萨
卡什维利触犯了乌克兰法律，将面临法律制
裁。

环球扫描

是，他指责波罗申科及乌克兰政府不真心反
腐，于去年辞职并自组党派。
今年 7 月 26 日，波罗申科签署命令，剥夺
萨卡什维利的乌克兰国籍，理由是后者为获得
乌克兰国籍向乌移民机关提供虚假个人信
息。萨卡什维利随后再次前往美国，并表示将
返回乌克兰，
通过法律途径争回乌克兰国籍。
萨卡什维利强行返回乌克兰后，波罗申科
谴责他非法入境，是“犯罪”。波罗申科同时表
示，乌司法部门将追究这一事件。
内务部长阿尔森·阿瓦科夫警告萨卡什维
利，他犯下“严重罪行”，非法入境将面临最高
5 年监禁。

【乌舆论：真丢人】
乌克兰一些评论人士说，乌克兰本已危机

重重，萨卡什维利与乌政府之间的争斗更加损
害了乌克兰的国际形象。政治观察家库兹缅
科·库兹缅科写道，这两天，乌克兰人“因为他
们的政府、也因为反对派而蒙羞”
。
“萨卡什维利重返乌克兰政坛是一次丑陋
的胜利，”乌克兰全球战略研究所主任瓦季姆·
卡拉肖夫告诉法新社记者。
萨卡什维利担任格鲁吉亚总统期间，格鲁
吉亚与俄罗斯于 2008 年爆发短暂而激烈的战
争。同样，乌克兰政局剧变后，俄乌关系也陷
入冰点。
就萨卡什维利与乌克兰政府这场争执，俄
罗斯政府抱着“看戏”态度。俄总统新闻秘书
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11 日在记者会上说：
“克
里姆林宫需要关注很多严肃事务，而我不认为
这属于严肃事务。相反，我认为这属于奇闻异
事，
更可以归入政治丑剧范畴。” （新华社）

新华社巴格达 9 月 12 日电 伊拉
克国民议会 12 日通过决议，反对伊拉
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即将举行的独
立公投。
国民议会一名消息人士对新华社
记者说，出席当天会议的议员以多数
票通过了反对库区独立公投的决议，
决议要求伊总理阿巴迪采取一切措施
维护伊拉克统一，并同库区展开切实
对话，以解决中央政府同库区间的问
题。
这名消息人士说，库尔德族议员
在投票前退出了会议。
今年 6 月，库区主席巴尔扎尼宣
布将于 9 月 25 日就库区独立问题举行
公投，此举随即遭到伊中央政府以及
土耳其、伊朗等邻国的强烈反对，美国
方面此前也表示希望库区推迟举行公
投。
巴尔扎尼的高级顾问、伊拉克前
外长兹巴里 11 日对记者表示，库区已
做好各项准备，公投将如期举行。巴
尔扎尼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不会推迟举
行公投。

法国一观光飞机坠毁
致４人遇难
新华社巴黎 9 月 12 日电 据法国
媒体报道，一架观光飞机 12 日在法国
科西嘉岛坠毁，导致 4 人遇难。
法国上科西嘉省政府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透露，这架双引擎飞机在当
地时间下午 2 时 30 分左右坠毁。飞
机是从法国斯特拉斯堡市起飞，中途
曾经停法国旅游城市戛纳。
据媒体报道，目前尚不清楚 4 名
遇难者的身份。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