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耳其总统解除央行行长职务
据称两人围绕利率意见不一，总统认定高利率伤害国家经济

新华社特稿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6日发
布总统令， 解除中央银行行长穆拉特·切廷卡
亚的职务，由副行长穆拉特·乌伊萨尔接任。

总统令没有说明采取这一举动的原因。媒
体报道，围绕央行基准利率，埃尔多安与切廷
卡亚矛盾已久。埃尔多安希望下调利率、刺激
经济，没有能得到切廷卡亚支持。

缘于利率之争？

切廷卡亚 2016年 4月起任职土耳其央行
行长。埃尔多安在总统令中宣布，副行长乌伊
萨尔将接替切廷卡亚，成为新任行长。

乌伊萨尔2016年6月起担任土耳其央行副

行长。乌伊萨尔说，央行在他执掌下将继续“独
立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稳定物价。土耳其央行
定于本月25日举行月度货币政策会议。按央行
的说法，乌伊萨尔近期将召开新闻发布会。

土耳其经济今年一季度走出衰退。统计部
门 3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土耳其通货膨胀

率 6月降至 15.72%，为近一年来最低水平。

外界猜测切廷卡亚去职已有一段时间。埃尔
多安多次表态，反对央行现行利率政策，认定高
利率伤害土耳其经济。 土耳其本币里拉去年8月
遭遇货币危机，央行9月大幅提高基准利率625个
基点至24%，维持至今。

旨在刺激经济？

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反对埃尔多安解除央行
行长职务，认为这干预央行独立性。经济分析师
乌乌尔·居尔塞斯认为， 埃尔多安在近期竞选失
利后采取“冒险”做法，更换央行行长目的明确，

即降低利率、刺激经济。

经济低迷和物价上涨伤及埃尔多安和执政
党正义与发展党的民意支持率。在新近结束的地
方选举中，正发党在首都安卡拉、伊兹密尔、安塔
利亚和伊斯坦布尔等主要城市市长选举中败北，

是埃尔多安执政以来遭遇的最大打击之一。

切廷卡亚去年应对货币危机时受到反应缓
慢指责。今年 3月土耳其地方选举前，土耳其汇
市和股票市场出现多次大幅波动。3月 22日，土
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下跌超过 5%。 埃尔多安指
认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干预扰动里拉汇率。

美国现以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 S?400型防
空导弹系统为由，再次威胁对土耳其发起制裁。

两天两次强震，美国加州为何地震频发
专家预计，未来一周仍有可能再次发生7级及以上地震

■本报见习记者 杨瑛

当地时间 7月 4日、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南部地区相继发生 6.4 级和 7.1 级强震，刷
新当地近 20年来最强烈地震纪录。目前，加州
里奇克雷斯特县和圣贝纳迪诺县都已宣布进
入紧急状态，但未有人员死亡报告。地震专家
预计，未来一周不排除再次发生 7级及以上地
震的可能性。

刷新近20年强震纪录

美国地质勘探局数据显示，7月 4日的地
震震级为 6.4级，7月 5日晚的震级为 7.1级，

这是南加州近 20年来发生的最强地震。

连续两日的地震处于同一断裂带，震中相
距很近， 位于加州南部城镇里奇克雷斯特附
近，距离洛杉矶和周边城市约 270 公里，离内
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约 380公里。5日的地震
让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均有震感。附近居民这
样形容当时的遭遇：“房子剧烈抖动，像飞机遭
遇气流颠簸一样”，“大地在咆哮”。

地震专家认为，由于两次地震相隔不足 48

小时， 加上震中接近，6.4级地震只是前震，7.1

级的才是主震， 且强度足足是前一次的 6倍，

释放能量达 12倍之多。

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 自 4日地震以来，

加州南部已发生了 2300多次余震，其中有 300

次震级在 3 级及以上，让人足以有震感；还有
50次震级在 4级及以上，这种强度的地震有足
够的能量造成破坏。

专家预计未来还会发生更多余震。据美国
地质勘探局预测，未来几天发生 6级地震的可
能性为 50%甚至更大。 也有部分专家估计，南
加州在下周再次经历 7 级及以上地震的可能
性为一成。

每隔10至20年“爆发”？

尽管加州以阳光沙滩被称为“人间天堂”，

但这里也因为多发地震而成为地球上最危险
的地方之一。

1906年 4月 18日凌晨，旧金山发生了 8.3

级地震，是美国有史以来遭遇最严重的自然灾
害之一。震中位于接近旧金山的圣安德列斯断
层上，断层滑动程度高达 6米。

在地震持续几十秒后，旧金山变成一片瓦
砾，并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天三夜的大火。有数
据统计， 在这场地震及大火中，10平方公里的
市区化为灰烬，至少 300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
失约为 4亿美元。

旧金山大地震后使得美国人开始关注地

震，逐渐培养起地震灾害意识，并推动了地震科
学的发展。加州最近一次遭遇7级以上地震是在
20年前。1999年10月16日，南加州莫哈韦沙漠地
区遭遇7.1级地震，但没有造成严重损失。

“在加州，我们预计每 10 到 20 年会有一
次 7级地震，”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
斯说。1994年 1月 17日，南加州发生 6.6级北
岭（Northridge）大地震，震中位于人口稠密的洛
杉矶地区，造成数十人死亡、数十亿美元财产
损失。2014年 8月 24日，加州旧金山湾区发生
6.0 级地震，造成百余人受伤、超过 2000 座建
筑受损。

板块交界为“罪魁祸首”

加州之所以多发地震，是因为其特殊的地
质情况。 加州位于北美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之
间，下方遍布纵横交错的断层系统和其他活跃
系统，地壳运动频繁。

据悉，加州已知地质断层达数百条，超过
70%的人口居住在可能发生强震的断层周边
50公里内。南加州地区分布着 200多条大大小
小的断层，可引发 5.0至 7.8级不等的地震。

其中，圣安德列斯断层更是加州人永远的
恐惧。棕榈泉、洛杉矶和旧金山等人口密集的
大中城市，都坐落在圣安德列斯断层上。这个

断层是地球上地层活动最频繁的区域之一，每
年都在积聚地震应力。据测算，该断层系统每
隔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型破坏性地震。

外界担心，此次加州地震是否会对圣安德
烈亚斯断层产生潜在影响，接下来会不会有更
强烈的地震？

一些地震专家认为，这两次地震将触发圣
安德烈亚斯地震的想法非常牵强。里奇克雷斯
特县附近的断层接近一个名为加洛克的断层，

尽管该断层最终与圣安德烈亚斯相交，但两者

间距离遥远。

但也有专家表示，圣安德列斯断层这些年表
现得很安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休眠，事实
上圣安德列斯断层的大地震已经延期。而这个时
间拖得越久，积累的应力越多，地震的威力可能
就会越可怕。

地质勘探局去年的一份报告警告称，大地震
袭击加州的风险正在加剧。在未来 30年里，加州
将经历 8级或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从 4.7%左右提
高到 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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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协议命运飘摇

自从特朗普政府退约后， 伊核协议就面
临“解体”风险。如今，伊朗又先后迈出“危险”

的两步，继续触碰核协议的红线。对此，英国广
播公司（BBC）评论称，“核协议的命运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不稳定。”不过舆论也认为，有关
各方还在尽力，外交谈判大门仍未完全关闭。

外交手段仍是选项

伊朗表示仍希望保留协议，突破储量上
限时称进程是“可逆”的。这次提高丰度也表
示，外交手段仍是一种选择。

欧洲也在进行外交努力。法国总统马克
龙6日发表声明称，他与伊朗总统鲁哈尼进行
了超过一小时的电话交谈，双方达成共识，在
7月15日前寻求伊核协议相关方重启谈判的
条件，努力尝试挽救伊核协议。

美国尽管狠话说尽，但也释放想与伊朗
对话的信号。特朗普之前曾“拜托”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访问伊朗从中斡旋，同时也间接通
过阿曼、瑞士向伊朗传话，希望谈判。

此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签约方也
在全力“挽救”伊核协议。

诉求落差构成挑战

但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诉求落差可能
会成为外交谈判的一大挑战。

BBC 称，鲁哈尼对马克龙表示，美国停
止对伊朗的全部制裁，可以成为伊朗和伊核
协议六方恢复对话的开端。同时，伊朗希望
将石油出口恢复到美国退出协议前的水平。

美国则始终没有满足伊朗开出的条件，即
重回协议、解除制裁。而且，美国对理想协议的
设定是，伊朗不能从事任何丰度的铀浓缩活
动。同时，还须把弹道导弹问题纳入其中。

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说，美国“极
限施压”事实上已走到尽头，此前“临场”撤
回动武令本身就说明美国还不想打。 不过，

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朗政策尚未看到转变迹
象。“既然还不想走到动武这一步， 那么，美
国最终要找台阶下。”

各方互动留有悬念

“有人说伊核协议名存实亡，目前还不
能这么说。”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
长李绍先说，伊核协议最终的命运，仍取决
于各方互动， 特别是伊朗与欧洲三国的互
动。 施加压力也是互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下
一步就看互动如何进行：比如伊朗新出一张
“丰度牌”，欧洲将作何反应；比如英国扣押
伊朗油轮，事态又将如何发展。

“伊核协议最终命运如何现在还很难
说，但是前景不太乐观。”李绍先说。

■本报记者 廖勤 本报见习记者 李雪

“60天期限”到期之际，宣布“部分中止伊核协议”的第二个重大动作

打出“提升浓缩铀丰度”牌，伊朗耐心渐尽？
■本报记者 廖勤 本报见习记者 李雪

7月 7日，伊朗给伊核协议其他签约方“通
牒”的 60天磋商期到期。当天，伊朗宣布，将提
高浓缩铀的丰度， 超过 2015年伊核协议规定
的 3.67%的限制。

这是继之前取消 300 公斤低丰度浓缩铀
存量上限之后，伊朗部分中止履行核协议的第
二个重大动作。伊朗是否真的在步步“退约”？

被美国完全抛弃，被伊朗部分“暂停”，历时十
多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难道真的走向瓦解？

“按部就班”反制

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一周年之际，伊
朗总统鲁哈尼在今年 5 月 8 日作出重大宣
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伊朗方面
称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浓缩铀， 同时设定 60

天期限， 希望在 60天内与伊核协议其他签约
方磋商，如果诉求得不到满足，将不再限制浓
缩铀的丰度。

针对美方毁约，以及此后在经济、军事、外
交等领域的全面封堵，鲁哈尼的“5·8”宣言基
本勾勒了伊朗短期内的反制计划。接下来的事
实证明，伊朗没有虚张声势，而是“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落实自己设定的目标。

7月 1日，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低丰度浓
缩铀存量已突破伊核协议所规定的 300 公斤
上限。7月 7日， 伊朗宣布将提升浓缩铀丰度，

超出最初伊核协议所设定的 3.67%的上限。

从突破储量上限到跨过丰度门槛，伊朗对
伊核协议的耐心是否在一点点耗尽？

西方媒体认定伊朗在得寸进尺地“违约”。

相比第一步，“第二步是更严重的违约，将使伊
朗更快获得核武器。”美国《国会山》网站援引
军控专家的话说。

《国会山》称，伊核协议当初之所以给浓缩
铀丰度上限设定为 3.67%，是因为这对一个发
电厂所需燃料来说绰绰有余，但又远远不够制
造核武器。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 丰度为 ３％

的低浓缩铀可以为核电站发电所用，丰度大于
８０％则为高浓缩铀，其中丰度大于 ９０％的称为
武器级高浓缩铀，主要用于制造核武器。

伊朗这次没有明确表示将把丰度提升至
多少，只是说将“按需”进行铀浓缩活动。

伊朗曾经表示，其境内的布什尔核电站需
要丰度 5%的浓缩铀， 德黑兰的一个研究反应
堆需要丰度 20%的浓缩铀。不过，伊朗副外长
阿巴斯·阿拉格齐 7日表示， 这次提高浓缩铀
丰度是为布什尔核电站提供燃料，目前还不需
要为德黑兰的反应堆进行铀浓缩活动。

“切香肠”式施压？

但是，触及丰度话题足以拨动一些西方军
控专家的敏感神经。他们认为，一旦揭开丰度
的“盖子”，就要警惕 20%这一门槛。如果达到
20%的水平，从 20%到 90%所需要的时间就会
大大缩短，而 90%被认为属于武器级别，这意
味着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所谓“突破时间”将比
目前估计的一年时间更短。“因此，伊朗突破丰

度门槛的挑衅程度远远超过第一次突破储量
上限，并构成更大的扩散风险。”

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李
绍先认为，最新一步只是伊朗不断向欧洲国家
施压的一个新步骤。在伊朗看来，有关各方不
能百分之百地执行伊核协议，所以伊朗现在也
减少执行伊核协议的承诺。“伊朗目前的行为
类似于‘切香肠’，在施压过程中尽可能分阶段
延长，本质上还是想维护伊核协议。”而且，伊
朗的表态也较为克制， 目前仍属于量变范围，

不属于质变。

“伊朗最新动作主要还是出于对欧洲的不
满。” 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表示，“伊朗觉
得，英法德三国政府口头上说得很好，支持伊
核协议，劝伊朗履约，但是等了一年发现，欧洲
口惠而实不至，既不买伊朗石油，又不解决转
账问题。”

华黎明认为，无论是突破储量上限，还是
提高丰度门槛， 伊朗都是将其作为筹码对美
国、尤其是对欧洲施压。但是伊朗在使用筹码
时也很谨慎小心。“德黑兰也在权衡利弊，评估
效果，所以选择小步走的施压方式，试探欧美
有何反应。”

把球“踢”给欧洲

“伊朗周日的声明对英国、法国和德国来
说是一个挫折。”路透社指出，数月来，这三个
核协议签署国一直在敦促伊朗继续遵守协议，

并试图挽救协议。

最引人瞩目的是，为帮助伊朗绕过美方制
裁，欧洲“苦心孤诣”，建立“贸易往来支持工
具”（INSTEX）的特殊贸易结算机制，允许欧盟

和伊朗企业相互发货、本地收款。法国经济和
财政部长勒梅尔日前表示，欧洲有望在数天内
通过 INSTEX与伊朗完成首笔交易。

可是，伊朗为什么还是觉得自己的诉求没
有得到满足，必须打出“丰度牌”？

分析人士认为，欧洲的“救急”措施对伊朗
来说杯水车薪，在制裁风暴下，根本无法阻止
国家的经济滑坡。

更关键的是，欧洲的“好意”无法切中伊朗
的核心关切???石油出口。美方制裁严重冲击
伊朗经济命脉???石油收入，据估计，伊朗石
油出口量从 2018年 4月的每日 250万桶降至
今年 6月底的 30万桶。

总之，在德黑兰眼中，欧洲人在挽救协议
方面“做得太少、太晚”。在宣布提高丰度的当
天，伊朗副外长阿拉格齐指责欧洲国家没有履
行自己的承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在挽救协议的
同时，对伊朗的态度也相当微妙。

近日，油轮被扣事件引发伊朗与英国之间
激烈的外交风波。伊朗油船被指违反欧盟制裁，

向叙利亚运送石油， 在直布罗陀海峡遭英方扣
押。伊朗召见英国驻伊大使，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还放狠话，称英国应该对“报复”感到恐惧。

有分析称，英国扣押伊朗油船事件，明显
是配合美国实施制裁。欧洲方面也可能借此发
出信号， 即欧洲对执行制裁的态度是严肃的，

同时欧盟能对伊朗在核谈判搞边缘政策作出
回应。

在华黎明看来，德黑兰之所以对欧示强也
是迫于国内舆论压力。“油轮在直布罗陀海峡
被扣、伊朗外长专机在德国法兰克福转机不给
加油，两件事最近在伊朗国内引发强烈的舆论

震动。”华黎明说，伊朗媒体高度关注，国内群
情激奋，认为政府不能让步，要给欧洲颜色看。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政府也必须在承诺的 60

天期限到期时采取行动。

对于伊朗“打丰度牌”施压欧洲的动机，李
绍先分析道，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把伊
核协议看得很重，认为伊核协议对伊朗具有相
当约束力， 即伊朗不能无限制地提高核能力。

所以，欧洲国家希望保住伊核协议。而伊朗正
是抓住欧洲国家这一心态，步步紧逼对方履行
承诺，一次次把球“踢”给欧洲。“伊朗现在的要
求很明确，就是出售石油。未来，伊朗可能会一
步步挤压欧洲。”

不过，即使伊朗施压，欧洲能有多大操作
空间却很难说。“现在有个问题，欧洲政府层面
想保住协议，但欧洲企业不配合。特朗普命令
所有国家和公司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后，法国石
油巨头道达尔公司转头就撤出伊朗，像西门子
这样的大公司跑得比谁都快，因为它们在美国
的利益太大，深怕美国制裁会把企业搞垮。”华
黎明说。

伊朗下一步如何行动，也留下不少悬念和
变数。副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将每隔 60天继
续减少对 2015年核协议的承诺。 接下来或可
关注伊朗会否重启阿拉克重水反应堆。若重启
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就意味着能生产用于核武
器制造的钚。伊朗总统鲁哈尼曾警告，如果欧
洲签署方不兑现对伊朗的承诺，将从 7月 7日
重启阿拉克重水反应堆， 提高铀浓缩产量。不
过，这次没有宣布重启说明伊朗仍保持克制。

专家认为，中东局势前景、伊核协议存废，

关键还是要看特朗普政府下一步想走到什么
程度，准备走多远。

对 峙 当地时间 7月 6日，在直布罗陀海域，一艘英国海军巡逻艇（左）在超大型油轮“格蕾丝一号”附近看守。伊朗外交部 4日
召见英国驻伊大使，谴责英国方面在直布罗陀海域“非法拦截”一艘装载伊朗原油的油轮。 视觉中国供图

这是 7月 4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罗纳附近拍摄的一处被地震损坏的道路。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