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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六国加入与伊朗贸易的新结算机制
新华社巴黎 12 月 1 日电 法国外交部
11 月 30 日发表声明说，法国、德国和英国
欢迎比利时等 6 个欧洲国家加入与伊朗贸
易的 INSTEX 结算机制，维护欧洲和伊朗的
合法贸易。
声明说，法德英三国作为 INSTEX 结算
机制的创始国，欢迎比利时、丹麦、芬兰、挪

威、荷兰和瑞典加入该结算机制的决定。
这明确表达了欧洲维护和伊朗合法贸易以
及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决心。
声明再次强调全面、有效执行伊核协
议的重要性，敦促伊朗回到原有立场，并完
全遵守伊核协议。声明说，将继续在伊核
协议框架下推动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

一切努力，继续坚定支持通过外交努力解
决有关问题。
法德英三国今年初发表联合声明，宣
布建立与伊朗贸易的 INSTEX 结算机制。
该机制全称是“贸易往来支持工具”，是在
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运作的支付
机制，能帮助欧洲企业绕过美国对伊朗单

方面制裁，
使欧盟继续与伊朗进行贸易。
2018 年 5 月，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伊
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了一系列对伊制
裁措施。制裁给伊朗经济造成了明显的负
面影响。作为回应，伊朗今年 5 月以来已
先后分三个阶段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

英国货车惨案全部遇难者
遗体和骨灰运回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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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国民议会批准总理辞职

据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国民
议会 1 日在特别会议上投票批准总理阿卜杜
勒-迈赫迪辞职。
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援引国民议会议长
穆罕默德·哈布希的话说，议会将根据伊拉
克宪法第 76 条通知总统提名新总理候选人。
议会批准阿卜杜勒-迈赫迪辞职后，现
政府将成为看守政府，总理和各部部长暂时
留任直至组建新政府。总统在议会最大党
团中提名新总理候选人，该候选人在任职 30
日内完成组阁，并提交议会批准。
自 10 月起，伊拉克多地爆发示威抗议活
动，
抗议政府腐败、服务不力及高失业率。伊
拉克总统萨利赫 10 月 31 日宣布，
当局正着手
制定新选举法并改组选举委员会，待相关工
作完成后，
他将批准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

俄外贝加尔边疆区发生
大巴坠桥事故致 41 人死伤

越南外交部日前说，
英国货车惨案
全部遇难者遗体和骨灰已被运抵越南，
并移交亲属。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裴青山此前表
示，为尽快让遇难者遗体归国，越南政
府将先行垫付所需费用，遇难者家属
可事后再将相关款项交给政府。
据越通社报道，首批 16 名遇难者
遗体 11 月 27 日由飞机运抵越南首都
河内，其余 23 名遇难者遗体和骨灰于
11 月 30 日运回。遇难者遗体和骨灰
抵达河内内排国际机场后，被移交给
其生前家乡所在省份代表，由相关省
份送回当地，交亲属安葬。
（据新华社）

一辆旅游大巴 1 日在俄罗斯外贝加尔边
疆区坠桥，
目前已造成 19 人死亡、22 人受伤。
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馆说，
据俄方了解到的
初步情况，
涉事旅游车上没有中国乘客。
据塔斯社援引俄紧急情况部的消息报
道，这辆从斯列坚斯克开往赤塔的旅客大巴
在通过一座距始发站约 60 公里的桥梁时突
然失控，冲断护栏坠落在干枯的河床，事发
时车上共有 44 人。
当地交警部门称，大巴失控原因为车辆
前轮爆胎。当地检察机关正在对事故原因
进行进一步调查。

一年保鲜期苹果美国上市

70 年来头一遭 美国成石油净出口国
美国能源信息局 11 月 29 日发布数据
显示，美国今年 9 月单月原油和石油制品
出口量大于进口量，70 年来首次成为石油
净出口国。
数据显示，美国今年 9 月石油出口同
比上涨 18%，日均大约 876 万桶；石油进口
同比下降 12%，日均 867 万桶左右，顺差近
9 万桶。
按照日本共同社的说法，这是美国自
1949 年开始汇总石油进出口数字以来，首
次实现单月石油贸易顺差，成为石油净出

口国。
美国能源信息局 11 月早些时候发布
能源短期展望，预计美国 2019 年全年石油
贸易维持逆差，日均逆差额为 52 万桶，但
2020 年全年将实现顺差，日均顺差额达 75
万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18 年 9
月报道，依据美国能源部估算，美国成为全
球最大产油国。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今年 11 月 27 日
发布的石油供需周报，美国当前石油日均

产量大约为 1290 万桶。这一数字比沙特
阿拉伯和俄罗斯现阶段的石油产量高出不
少。
国际能源署今年 9 月发布的月度报告
显示，今年 6 月，美国一度超越沙特，成为
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美国媒体去年年底
报道，美国一度成为原油净出口国，打破过
去 70 多年对进口原油的持续依赖。不过
报道没说那段顺差持续多久。
过去十年间，美国页岩油兴起，石油
产出翻了一番多，由此改变全球能源版

参赛形式：本次活动将通过社会自主报名、企业组报名的方式，只要你有才艺，不限年龄
不限种类，
均可报名参与。
节目类型：戏曲器乐类
民舞仪式类
语言绝技类
新民俗类
书画艺术类

——含传统戏曲和新名歌、新民乐等。
——含传统民族舞蹈、威风锣鼓等民间仪式等。
——含相声、民间、绝活、声乐等。
——含音乐短剧、小品、流行时尚节目等。
——含书法、绘画、剪纸、美容化妆走秀等。

报名对象：所有社会人员，
个人、团体均可。
报名条件：不问年龄，
不问出处，
只要有才艺你就可以参加。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

图。不过页岩油发展伴随环境代价。研究
人员提醒，美国页岩油气开采的用水量和
废水量自 2011 年开始大幅增加，表明水
力压裂法开采对当地水资源的影响更加显
著。
页岩油和页岩气开采主要使用水力压
裂法，借助高压把化学物质与大量水、泥沙
的混合物注入地下，压裂油井附近的岩层
构造，进而采集原油和天然气。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一种多汁脆甜、冷藏储存可保鲜一年的
苹果 12 月 1 日在美国上市。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种苹果是名为
“蜜脆”和“创业”的两种苹果杂交的结果。
华盛顿州立大学农业专家 1997 年开始培育
这种苹果，
培育成功后命名为
“宇宙脆”。
参与培育的凯特·埃文斯说：
“它超级脆、
果肉较硬实、甜度适中、多汁。
”
另外，
“在冰箱
冷藏条件下，
可以轻松保鲜 10 到12 个月”
。
华盛顿州种了 1200 多万棵“宇宙脆”苹
果树。苹果树栽种受许可证制度严格限制，
今后 10 年，只允许华盛顿州农民种“宇宙
脆”
，
他们不得去别的地方种
“宇宙脆”
。
苹果是美国销量第二大水果，仅次于香
蕉。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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