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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号航母

满载排水量：104000 吨 全长：333 米 全宽：76.8 米 舰载机：90 架
最高速度：30 节以上 乘员：约 5700 人 动力装置：2 座核反应堆

卡尔·文森号航母

orld

国际新闻·要闻 A21

排水量：
满载91487吨 飞行甲板：
长335.6米，
宽77.1米 最大航速：
30节
舰载机：约 80 架 载员：约 6000 人 动力装置：核反应堆

美三支航母战斗群接连开赴中东
两艘航母在阿拉伯海域“聚首”，第三艘航母也正在会合途中，五角大楼否认有关伊朗局势

被换岗航母不见离开
去年底至今，因为伊朗
被怀疑正在研发核武器，西
方国家加紧对伊朗制裁，而
伊朗则以高密度的军事演
习加以回应，并声称有能力

封锁作为全球石油运输“咽
喉”的霍尔木兹海峡。该言
论立即遭到美国第五舰队
的回击。。
目前，在临近波斯湾和
伊朗的阿拉伯海，美军已经
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他
们分别是
“斯坦尼斯”
号航母
战斗群和“卡尔·文森”号航
母战斗群。五角大楼 11 日
说，
“卡尔·文森”
号航母战斗
群已经抵达第五舰队的防
区，该舰队防区主要包括波
斯湾、
阿曼湾、
红海和印度洋
的一部分。美军称，
“ 卡尔·
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开赴阿
拉伯海，主要是替换“约翰·

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执
母才部署到中东地区。事
行例行任务。而
“约翰·斯坦
情 不 是 这 样 …… 这 是 预 先
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将在不
计划的例行事务，没什么不
久之后离开当地。但美军没
寻常。”
有透露该航母战斗群的离开
在两艘航母出现在中
时间。美军称，目前“卡尔· 东海域后，美国另一艘航母
文森”号还没有穿过霍尔木 “林肯”号及其战斗群也结
兹海峡，
进入波斯湾。
束了对泰国的访问，并向波
斯湾方向驶来。这艘航母
将与“卡尔·文森”号会合。
美军称航母齐聚正常
美国海军官员对媒体
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
称，
“ 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赶
称，两个航母战斗群同时出
到这里只是为了参加美军
现在波斯湾附近并不罕
中央司令部的行动。
见。
“ 我不希望给人一种印
“中央司令部战区同时
象就是，因为我们担心伊朗
有两艘航母，这很平常。”这
内部发生的事情，这两艘航
名官员说。
（张乐）

立场
■

最近，在美国和伊朗关
系因为“研发核武疑云”及
“伊朗威胁封锁石油咽喉”
剑拔弩张之际，美军两支航
空母舰战斗群正游弋在临
近波斯湾的阿拉伯海海域，
第三支航母战斗群，也正赶
赴这一地区。但五角大楼
否认航母与伊朗局势有关。

是否制裁伊朗
各国很“纠结”
美欧最近对伊朗实施的制裁主要针对
伊朗石油出口，但其他一些国家对这一制
裁态度各异。

印度

印度内阁一名成员 12
日说，印度将继续与伊朗贸
易，没有理由就购买伊朗石
油寻求美国“豁免”。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部长告诉路透社记者：
“我
们 为 什 么 要 寻 求 美 国‘ 豁
免’？我们早就与伊朗做生
意，还将继续做生意。”
美国去年 12 月 31 日颁
布国防预算法案，涉及所有
与伊朗中央银行有业务往
来的金融机构。如果后者
帮助企业支付进口伊朗原
油的款项，将遭美国金融系

韩国

林肯号航母
■ 反应

满载排水量：104000吨 全长：333米 全宽：76.8米
舰载机：90架 动力装置：2座核反应堆

最高速度：30节以上

乘员：约5700人

俄反对军事打击伊朗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
副外长加季洛夫 13 日在莫
斯科说，如果某些国家对伊
朗实施新制裁或者对伊朗
发动军事打击，国际社会将
认为其背后的目的是企图
颠覆伊朗政权。
加季洛夫当天对媒体
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核

问题有激化的趋势。如果
西方国家超越安理会有关
决议，单方面对伊朗实施制
裁，将会对伊朗人民的生活
以及伊朗经济产生负面影
响。这种做法将破坏国际
社会为解决伊朗核问题所
做的努力。加季洛夫说，考
虑到安理会此前已经对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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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实施制裁，禁止其他国家
与伊朗进行军事合作，安理
会已没有任何必要对伊朗
实施新的制裁。任何超越
安理会决议对伊朗实施单
方面制裁的做法都与防止
核不扩散毫无关系。
西方国家认为，伊朗以
民用核计划为掩护，试图制

统抵制。
印度每天从伊朗进 35
万至 40 万桶原油，
占国内市
场需求 12%。两国每年石油
贸易额大约 120 亿美元。印
度与伊朗石油贸易主要经土
耳其人民银行结算，后者已
拒绝为印度石油公司开设账
户、
处理向伊朗购油业务。
这名部长说，印度一个
代表团本月将前往伊朗，在
不违反美国制裁前提下寻
求其他支付渠道，
“ 相信他
们会找到解决办法”。
新华社专电

制裁“仍在考虑中”

据新华社电 韩国总
统李明博的发言人朴正河
13 日 说 ，就 韩 国 参 与 美 国
主导的新一轮对伊朗单方
面制裁，政府尚未决定如何
减少从这个中东国家进口
石油。
这名青瓦台发言人当
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否认一
家报纸关于韩国进口伊朗
石油将减半的报道。伊朗
原油占韩国原油进口总量

日本
造核武器。伊朗对此予以
否认。美欧正酝酿对伊朗
实施新制裁，把伊朗石油出
口纳入制裁范围，以迫使其
放弃核计划。伊朗前不久
威胁说，如果西方国家对伊
朗石油出口实施制裁，它将
封锁作为全球石油运输战
略咽喉的霍尔木兹海峡。

买油无需美“点头”

大约 10％。
“我国政府尚未就制裁
伊朗作出决定。
”
韩国联合通
讯社援引朴正河的话报道，
政府“将从最小限度影响我
国经济的方向作出决定”
。
美国国务院监控他国
对伊朗制裁的特别顾问艾
因霍恩定于下周访韩，与韩
国政府讨论这一议题。预计
他将介绍美国制裁伊朗新法
律的具体内容和执行方案。

担心制裁反助伊朗

据新华社电 日本外
相玄叶光一郎 13 日说，
应当
谋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
核问题，
不应关闭对话大门。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玄
叶当天与到访的法国外长
朱佩会谈时作出上述表
示。谈及欧盟对伊朗的石
油制裁，玄叶说，如果原油

价格飙升，那么制裁将产生
相反效果。
朱佩表示，禁止伊朗出
口原油未必会导致原油价
格暴涨，希望日本也采取同
样措施。
报道说，两国外长表示
将在对伊制裁及实现原油
价格稳定方面进行合作。
www.bjnew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