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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关系视角下的伊朗核问题
———基于 ２０１６ 年以来欧美伊核政策的比较分析∗

吕　 蕊　 赵建明

　 　 内容提要:欧盟与美国在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上具有共同利益ꎮ 但由于欧美地位、

身份、认知的差异ꎬ更由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采取了同前任奥巴马截然不同的政策ꎬ欧

盟与美国在对待伊朗核协定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ꎬ特朗普宣布

退出核协定并对伊朗进行新一轮严厉制裁ꎮ 美国退出核协定前ꎬ英国、法国和德国为力

保核协定进行外交斡旋ꎻ美国退出核协定后ꎬ欧盟先后更新阻断法案并推出特殊目的通

道ꎬ力图在美国退出情况下维护核协定ꎮ 当下ꎬ欧美关于伊朗核问题与核协定的矛盾ꎬ既

凸显出双方在解决中东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分歧ꎬ又显现出在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下ꎬ

处于最高层的美国同较低层面的欧盟之间围绕国际格局和地区格局未来演化方向的竞

争ꎮ 欧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将长期存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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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伊朗核问题曝光后引起欧盟与美国的严重关切ꎮ 伊朗核问题对欧美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对美国而言ꎬ冷战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家恐怖主义等是

本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和挑战ꎮ 核武器扩散特别是伊朗等敌对国家拥有核武器更是美

国防范的重点ꎮ 美国反对伊朗发展任何形式的民用核能ꎬ也反对其他国家同伊朗进行

核能合作ꎮ 美国认为ꎬ伊朗所有的核能发展与合作都是为发展核武器服务的ꎬ一个拥

核且反美的伊朗将是美国的噩梦ꎬ不利于美国主导中东的安全事务和地区安全构建ꎮ

冷战后ꎬ欧盟同样将核扩散视作最大的安全威胁ꎬ同时伊朗是欧盟的大周边国家ꎬ

随着地理范围和安全目标等方面的扩张ꎬ欧盟愈益关注伊朗核问题ꎮ 欧盟对伊朗核问

题政策有三个基本的立足点:一是不允许在自己周边出现拥核国家ꎻ二是期望以核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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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抓手介入中东安全事务ꎬ打破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垄断ꎻ三是尝试以欧盟的方式基

于规范和道义等非武力手段改造伊朗ꎮ

欧盟方式与美国方式的冲突体现在双方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上ꎮ 一是军事手段

的效用ꎮ “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敌人ꎮ 美国一直强调军事打击

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中的决定性作用ꎮ 欧盟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ꎬ认为这只会

加剧中东的动荡ꎻ二是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ꎮ 除了奥巴马政府ꎬ美国历届政府均

否认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ꎬ认为这一权利只会被伊朗滥用于发展核武器ꎮ 欧

盟则认为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ꎮ

但欧美都不允许伊朗拥核这一共同点又造就了特殊时期的政策联合ꎮ 在内贾德

执意加快伊朗核进程且联合国对伊朗制裁失效的情况下ꎬ２０１２ 年ꎬ欧美基于遏制伊朗

核武冲动的共同利益走上了联合制裁之路并最终迫使伊朗改变激进核政策ꎬ于 ２０１５

年签署了核协定ꎮ

２０１６ 年美国总统大选ꎬ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上台ꎮ 无论是在选战言论、竞选团队

构成还是在家族因素方面ꎬ特朗普都表现出强烈的反伊朗特性ꎮ 特朗普上台后ꎬ更是

数次表达对伊朗核协定的强烈不满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ꎬ特朗普宣布退出核协定并对

伊朗进行新一轮严厉制裁ꎮ 在美国退出前后ꎬ欧盟及德国、法国、英国为力保核协定进

行外交斡旋ꎬ欧盟在 ８ 月更新了阻断法案ꎬ９ 月推出特殊目的通道(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Ｖｅ￣

ｈｉｃｌｅꎬ ＳＰＶ)ꎬ力图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维护核协定ꎮ①

一　 欧美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政策共同点和差异

尽管欧盟与美国在对待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出种种政策差异与分歧ꎬ但两者之间存

在根本的共同点:决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ꎬ这也是欧美对伊核政策的共同基础ꎮ 冷

战后ꎬ美国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列为本国安全的最大威胁ꎮ ２００３ 年美国发

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之一就是后者发展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ꎮ 美国尤其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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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步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的后尘ꎬ以民用核能名义发展核武器ꎮ ２００２ 年伊朗秘密

核设施的曝光似乎验证了美国对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指责ꎬ促使美国采取多种强制手段

遏制伊朗的核进程ꎮ ２００３ 年后ꎬ欧盟在«欧盟安全战略»和«欧盟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战略»等重要的外交与安全文件中ꎬ都将核武器扩散视为对欧盟最大的安全威胁ꎮ①

欧盟不希望周边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伊朗跨越核门槛成为核国家ꎮ 拥有核武器的伊

朗(Ｉｒａｎｉａｎ Ｂｏｍｂ)是欧盟和美国都不能接受的现实ꎮ 这是欧盟和美国在伊朗核问题

上的共同立场ꎮ

共同政策基础并不能掩盖欧美在对待伊朗和解决伊朗核问题上存在的显著政策

差异:第一ꎬ欧美在伊朗政府的合法性上存在认知差异ꎮ 从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美国同伊朗断

交开始ꎬ美国从未承认过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ꎮ 美国驻伊朗使馆人质事件使超级

大国美国在外交上蒙受巨大耻辱ꎬ成为其对外关系中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ꎮ② 伊朗由

此成为美国在海湾和中东最大的敌人ꎮ 冷战后ꎬ美国各届政府几乎都给伊朗贴上“抵

制国家”(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Ｓｔａｔｅꎬ１９９４ 年)、“无赖国家” (Ｒｏｇｕｅ Ｓｔａｔｅꎬ１９９４ 年)、“邪恶轴心”

(Ａｘｉｓ ｏｆ Ｅｖｉｌꎬ ２００２ 年)、“暴政据点” (Ｏｕｔｐｏｓｔｓ ｏｆ Ｔｙｒａｎｎｙꎬ ２００５ 年)、“盗贼国家”

(Ｋｌｅｐｔｏｃｒａｃｙꎬ２０１８ 年)等政治标签ꎬ“妖魔化”伊朗ꎮ 相对而言ꎬ欧盟尽管在拉什迪事

件、③麦克诺斯餐馆暗杀事件(Ｍｙｋｏｎｏｓ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ｉｏｎｓ)、④黎巴嫩人质事件

等问题上与伊朗龃龉不断ꎬ其部分成员国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也时断时续ꎬ但从未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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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击巴扎甘等自由派同美国的联系ꎬ在其与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阿尔及尔会晤时ꎬ霍梅
尼等宗教激进派煽动学生和民众反对美国和国内反革命势力ꎬ在伊朗使馆扣押 ５２ 名美国外交人员 ４４４ 天ꎮ 这是
美伊关系中最为恶性的事件ꎮ 参见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Ｄ.Ｅｎｇｅｌｍａｙｅｒꎬ Ｈｏｓｔａｇｅ: 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４４４ Ｄａｙｓ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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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 年英国诗人萨拉曼拉什迪出版«撒旦诗篇»(Ｔｈｅ Ｓａｔａｎｉｃ Ｖｅｒｓｅｓ)ꎬ书中部分内容被伊朗最高精神
领袖霍梅尼认为是丑化先知穆罕默德和侮辱伊斯兰ꎮ 霍梅尼于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签发宗教法案(Ｆａｔｗａ)呼吁全球穆斯
林追杀拉什迪ꎬ并制造数起针对作者拉什迪的刺杀未遂事件ꎮ 伊朗同英国刚刚恢复的外交关系再度断绝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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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革命后ꎬ由于在建立伊斯兰政府这一核心问题上政见不同ꎬ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激进派在政权稳
固过程中开始清洗曾一同反对国王的伊斯兰自由派、民族主义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和伊朗库尔德人等人士ꎮ 政
治清洗迫使这些政府反对派大量流亡欧洲、中东等地并长期反对伊朗的伊斯兰政府ꎮ 这也促使伊朗花大力气消
除这些海外反对派的影响ꎮ 伊朗由此经常被指控在欧洲暗杀和恐袭海外反对派ꎬ这成为欧盟发展与伊朗关系的
主要障碍ꎮ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的柏林麦克诺斯餐馆事件便是其中典型案例ꎮ 四名伊朗库尔德领袖被杀害ꎬ据指控涉嫌
行凶的四名罪犯所述ꎬ其执行的命令来自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拉夫桑贾尼ꎮ 参见“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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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ꎬ至多是在双边关系上承认伊朗是问题国家ꎬ更多依赖紧

急对话(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等手段谈判解决彼此分歧ꎮ①

第二ꎬ美国和欧盟在改变伊朗的问题上存在差异ꎮ 美国一直谋求改变伊朗的政

权ꎮ 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还将政权变更(Ｒｅｇｉ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作为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治本

之策ꎮ 美国认为ꎬ伊朗等国的政权非民主性是导致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支持恐怖主义、国内压制人权等行为的内在根源ꎬ因此治本的方法是推翻伊朗等国的

政权ꎮ 尽管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的国内维稳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安全关切ꎬ美国期望复

制伊拉克模式以军事打击改变伊朗政权的想法也无疾而终ꎬ但军事手段(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

ｔｉｏｎ)始终是美国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选项ꎮ 综合来看ꎬ以承认伊朗的政权合法性

为前提ꎬ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反对美国对伊朗实行政权变更ꎬ欧盟更期望通过接触政

策来改变伊朗的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ꎬ使伊朗成为遵守国际规范的国家ꎮ

第三ꎬ欧美对伊朗核权利和民用核能的认知差异ꎮ 美国认为伊朗油气资源丰富ꎬ

根本没有发展民用核能的必要ꎬ伊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展核武器ꎮ 在核权利问题

上ꎬ除 ２０１５ 年签署核协定的奥巴马政府之外ꎬ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都否认伊朗拥有和

平利用核能的权利ꎮ 冷战之后ꎬ美国一直阻挠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同伊朗开展核能

合作ꎬ阻止它们帮助伊朗重启布什尔核电站项目ꎮ 美国认为ꎬ类似核合作将促使伊朗

扩充核基础设施、提高核研发能力以及培养核科技人才ꎬ而这只会加快伊朗核武器的

发展进程ꎮ 欧盟则认为ꎬ伊朗作为«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正式成员ꎬ拥

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ꎮ 这种权利即使在伊朗秘密核设施曝光后在«德黑兰宣言»和

«巴黎协定»中也作为重要条款予以确认ꎮ

第四ꎬ欧美在经济制裁与核问题的关系上存在认知差异ꎮ 对美国而言ꎬ经济制裁

是美国遏制政策的重要支柱ꎮ 经济制裁同外交遏制、军事防范和打击、地区安全安排

上排斥伊朗等政策一起成为阻遏伊朗的政策组合ꎬ并且以推翻萨达姆为样板ꎬ经济制

裁愈发同政权变更相联系ꎮ 欧盟不完全反对经济制裁ꎬ但仅将经济制裁作为恶化伊朗

经济、逼迫后者回到谈判桌的必要手段ꎮ 而且欧盟反对过分削弱伊朗ꎬ认为过分虚弱

的伊朗会在海湾造成新的权力真空ꎬ并可能引发局部战争ꎬ造成中东的不稳定ꎮ

正因为欧盟同美国存在上述政策差异ꎬ决定了欧盟在切入伊朗核问题时采取不同

于美国的政策ꎮ 综合来看ꎬ从伊朗核问题曝光到奥巴马任期结束ꎬ欧盟对伊朗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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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ꎮ

(１)从伊朗秘密核设施曝光到«德黑兰宣言»和«巴黎协定»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伊朗

在纳坦兹和阿拉克等地的秘密核设施被曝光后ꎬ国际原子能机构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启动

核查ꎬ伊朗在应付一系列核查中表现得欲盖弥彰ꎮ 此时恰逢美国在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结束

伊拉克战争ꎮ 小布什政府表示决不容许伊朗发展核武器ꎬ威胁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权变

更遏制伊朗发展核武器ꎮ 外界普遍预测ꎬ伊朗将成为美国军事打击的下一个目标ꎮ 美

国强大的军事打击威胁使伊朗承受了巨大的压力ꎮ 为避免再生战端ꎬ英、法、德三国代

表欧盟同伊朗先后签署«德黑兰声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和«巴黎协定»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ꎮ 在这两份文件中ꎬ伊朗同意暂停敏感的浓缩铀研发和生产ꎬ欧盟承认伊朗拥有

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ꎮ 一旦暂停被确认ꎬ欧盟将同伊朗重启«贸易合作协定»谈判ꎬ欧

盟将支持伊朗加入世贸组织ꎮ① 伊朗签署«有关核问题的安全保障协定附加议定书»

(但未得到伊朗议会的批准)ꎮ 欧盟通过和谈与协定来解决核问题避免战争ꎬ而伊朗

则借助欧盟暂时规避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ꎮ

(２)内贾德的核冒险行为与联合国制裁困境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伊朗总统内贾德上台

后不惜同国际社会对抗也要强推伊朗核进程ꎮ 他撕毁了前任同欧盟达成的核暂停协

定并重启浓缩铀生产ꎮ 伊朗不断提高浓缩铀丰度ꎬ将离心机数量增加到 １６０００ 多台ꎬ

并生产了更先进的 Ｐ－２ 型离心机ꎮ 内贾德的核冒险和强迫国际社会接受伊朗核现实

的做法将居中斡旋的欧盟推向了美国ꎮ 随后ꎬ欧盟和美国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谋求通过

经济制裁防范伊朗走向拥核之路ꎮ 安理会先后通过 １６９６ 号(２００６ 年)、１７３７ 号(２００６

年)、１７４７ 号(２００６ 年)、１８０３ 号(２００８ 年)、１８３５ 号(２００８ 年)和 １９２９ 号(２０１０ 年)等

决议ꎬ但联合国制裁并没有遏制内贾德的拥核冲动ꎮ② 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反对过分削

弱伊朗ꎬ安理会制裁陷入僵局ꎮ 内贾德则对联合国制裁表现出强烈的不屑ꎮ

(３)从欧美联合制裁到伊朗核协定的签署ꎮ 出于对联合国制裁走向僵局和内贾

德可能加快推进核进程的担忧ꎬ欧盟开始同美国一起走向了联合制裁之路ꎬ欧美对伊

核政策的共性开始发挥作用ꎮ ２０１２ 年欧盟切断 ＳＷＩＦＴ 并禁止进口伊朗原油之后ꎬ伊

朗的经济遭受重创ꎬ原油日出口量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２０ 万桶最低降到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的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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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桶ꎮ① 面对经济困境和外交压力ꎬ２０１３ 年上台的总统鲁哈尼调整了伊朗的核外交政

策ꎬ通过在核问题上的让步谋求同西方改善关系ꎮ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投桃报李推出同

伊朗缓和的“奥巴马主义”ꎬ通过两国关系改善来推动伊朗核问题的解决ꎮ 奥巴马主

义相对于冷战后乃至伊斯兰革命后美国长期坚持的遏制伊朗的政策而言ꎬ是个巨大的

政策转折ꎮ

２０１３ 年鲁哈尼在纽约联大发表的演讲以及同奥巴马开展的电话外交ꎬ推动了伊

朗和美国关系的改善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伊朗同欧盟三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Ｅ３＋３ꎬ或

Ｐ５＋１)签署了 «伊朗核问题全面行动计划» (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ＪＣＰＯＡꎬ以下简称“伊朗核协定”)ꎮ② 协定的核心内容是伊朗通过在浓缩铀和钚提取

等方面 １０－１５ 年的核暂停换取欧美解除对伊朗核制裁ꎮ 历时 １０ 多年的伊朗核问题画

上了阶段性的句号ꎮ

伊朗核协定对欧美的意义在于ꎬ欧美通过共同的外交努力以核协定的形式将伊朗

的核武进程至少延缓了 １０－１５ 年ꎮ 而且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方式是欧盟倡导的谈判与

外交ꎬ而非美国倡导的军事打击和政权改变ꎮ 伊朗核协定的功效相当于拆除了一颗定

时炸弹ꎬ避免让海湾和中东再罹战火ꎮ 该协定也被认为是中东地区安全的稳定器ꎮ

但是 ２０１６ 年大选使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再度走到新的十字路口ꎮ 共和党候选人特

朗普几乎“逢奥必反”ꎬ反对奥巴马所有的内政外交政策ꎬ在选战时就多次公开表示伊

朗核协定是美国签署的最糟糕的协定ꎮ 如果当选ꎬ他的首要外交议程就是要废除伊朗

核协定ꎮ 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ꎬ伊朗核协定注定面临新的变数ꎮ

二　 特朗普退出核协定与欧盟的外交斡旋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伊拉克宣布政府军已收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控

制的所有领土ꎮ 在美国宣布取得打击“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利、拒绝承认伊拉克库

尔德的独立公投之后ꎬ伊朗核协定的存废成为特朗普政府中东外交议程的首要议题ꎮ

经过数次(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７ 月 １７ 日、１０ 月 １５ 日)审议和豁免对伊朗制裁之后ꎬ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特朗普发表最后通牒式演讲ꎬ表示:第一ꎬ伊朗核协定违背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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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衷ꎮ 伊朗以极小代价获得极大的收益ꎬ但并未在行动上改弦更张ꎬ却利用协定解

除的 １０００ 亿美元资金从事恐怖和地区破坏性活动ꎮ 因此ꎬ伊朗核协定要么重新修改

要么被废除(Ｆｉｘ－Ｉｔ ｏｒ Ｎｉｘ－Ｉｔ)ꎬ这是最后的机会ꎮ 第二ꎬ修约有四原则:一是伊朗必须

保证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ꎻ二是伊朗必须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帕尔钦等军事基地的

核设施进行检查ꎻ三是废除日落条款ꎮ 为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ꎬ新协定不应设定期限

而应该永远有效ꎻ四是远程导弹与核计划不可分割ꎬ伊朗任何发展和试射远程导弹的

行为都将招致严厉制裁ꎮ 第三ꎬ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是最后期限ꎮ 如果美国国会和欧盟

不能在最后期限前解决核协定的重大缺陷ꎬ美国将退出ꎮ①

特朗普的最后通牒引发了欧盟的恐慌ꎬ作为伊朗核协定最重要的推动者ꎬ欧盟加

大了对美国的游说ꎬ力图在 ４ 个月时间内说服特朗普政府不要废约ꎮ 以特朗普任命对

伊朗强硬派人士蓬佩奥和博尔顿分别为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为分界线ꎬ任命之

前欧盟主要同美国磋商补充协定以弥补既有核协定的不足ꎻ任命则引发了法国总统马

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美国的背靠背游说ꎮ

(一)从补充协定到季度审查会议再到三国提议

针对特朗普政府或修或废提议ꎬ英法德三国官员代表欧盟同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

办公室主任布莱恩胡克(Ｂｒｉａｎ Ｈｏｏｋ)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开始针对特朗普提出的核问题

和非核议题进行补充协定(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的谈判ꎮ 双方在伦敦、巴黎、柏林先

后举行了四轮磋商ꎮ 在伊朗核问题方面ꎬ主要谈判议题是核协定的日落条款、协定到

期后的后续安排、洲际导弹问题、体系外核查ꎻ在非核议题方面ꎬ谈判围绕着特朗普提

出的非核六议题展开ꎬ即伊朗支持地区恐怖组织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资助

来源、伊朗的导弹发展和扩散、伊朗的网络入侵、伊朗的国际航运威胁及伊朗侵犯人

权ꎮ②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伊朗核协定签署国在维也纳举行第八次季度审查例会ꎮ 由于这次

例会是特朗普 １ 月 １２ 日演讲后各方的首次直接接触ꎬ因此例会也格外引人注目ꎮ 美

方代表胡克在这次会议上表示:第一ꎬ美国遵守了核协定中的美方承诺ꎬ美国也将让伊

朗严守自己的承诺ꎻ第二ꎬ美国在评估伊朗核协定是否有助于中东的安全与稳定ꎬ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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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看ꎬ近两年来伊朗的内外政策更咄咄逼人ꎬ危及中东的安全和稳定ꎮ 伊朗应该停

止赞助恐怖主义ꎬ停止破坏中东局势ꎻ第三ꎬ伊朗核协定不是军备控制条约ꎬ也不是一

个协定ꎬ仅是各方承诺遵守的行动计划ꎮ 这份计划有许多缺陷ꎬ由此构成对美国国家

安全的威胁ꎮ 如果没有补充协议纠正其缺陷ꎬ美国将不允许伊朗核协定的继续存

在ꎮ①

伊朗则认定美国在推延波音飞机销售许可等问题上违背了协定承诺ꎬ警告各方不

得引入新的非核制裁ꎬ希望欧盟不要为取悦特朗普而追随美国发起对伊朗的非核制

裁ꎮ② 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费德丽卡莫盖里尼(Ｆｅｄｅｒｉｃａ Ｍｏｇｈｅｒｉｎｉ)在例

会结束后表示欧盟将同伊朗磋商导弹和地区问题ꎮ

３ 月 １６ 日ꎬ英、法、德三国在欧盟委员会中提出对伊朗施加新制裁的联合提议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ꎮ 这一举措被视为欧盟试图通过增加对伊朗导弹和地区破坏性活动

的非核制裁来说服特朗普不要放弃核协定ꎮ③ 联合提议认为ꎬ伊朗将导弹及其技术扩

散到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等国违反了核协定中停止弹道导弹开发试射和扩散的承诺ꎬ

欧盟将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及叙利亚干涉行动施加包括旅行限制、资产冻结等在

内的新制裁ꎮ 欧盟将不会破坏核协定的条款ꎬ但有权在非核领域引入新制裁ꎮ 与此同

时ꎬ英、法、德三国将同美国密集接触ꎬ争取在最后期限前挽救核协定ꎮ④

通过上述谈判内容可以看出ꎬ无论是美方的胡克还是欧盟都倾向认为伊朗核协定

不会被废除ꎮ 通过修补核协定和增加非核制裁就能维护核协定ꎬ因此ꎬ谈判的核心是

如何修订既有的核协定ꎮ 但 ４ 月特朗普对两名高级官员的任命彻底打破了上述政策

预期ꎮ

(二)从法国的“四支柱战略”到核协定附加条款(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ｌｕｓ)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美国国内政治再掀波澜ꎬ被认为能制约特朗普的两位温和派老将国

务卿蒂勒森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先后被特朗普解职ꎮ 摆脱制衡的特朗普

９２　 欧美关系视角下的伊朗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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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遏制伊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４ 月 ９ 日任命约翰博尔顿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ꎬ４ 月

２６ 日任命麦克蓬佩奥为国务卿ꎮ 博尔顿和蓬佩奥都以强烈反对伊朗及核协定著

称ꎮ 博尔顿更是主张政权变更(Ｒｅｇｉ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的代表人物ꎬ强调对伊朗等非民主国

家实行政权改变ꎮ 他认为ꎬ核协定是奥巴马签署的绥靖协定ꎮ 早在奥巴马政府签署伊

朗核协定的次日ꎬ时任众议员的蓬佩奥就对此进行公开批评ꎮ 就职之后ꎬ蓬佩奥进一

步表示ꎬ伊朗核协定是建立在伊朗欺骗世界的谎言基础之上(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ꎬ甚至

主张美国采取军事手段打击伊朗核设施ꎮ① 蒂勒森和麦克马斯特的出局标志着美国

对伊政策更趋强硬ꎬ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组成了敌视伊朗

的“铁三角”ꎮ 三者的共识是废除维系伊朗政权的核协定ꎮ②

面临美国国内政治的急剧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ꎬ法国总统马克龙(４ 月

２３－２４ 日)和德国总理默克尔(４ 月 ２７ 日)加紧对美国进行背靠背访问(Ｂａｃｋ ｔｏ Ｂａｃｋ

Ｖｉｓｉｔ)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与特朗普电话沟通ꎮ 英、法、德的密集游说是欧盟在最

后期限前为挽救伊朗核协定所做的最后努力ꎮ③

马克龙同特朗普会晤时表示:美国退出伊朗核协定会刺激伊朗发展核武器ꎬ并在

中东引发新的战争ꎮ 伊朗核协定虽然并不充分(ｎｏ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ｅａｌ)ꎬ也未能解决包括

核关切在内的所有安全关切ꎮ 但在达成替代方案前ꎬ各方应当保留和遵守伊朗核协

定ꎮ 马克龙提出以“四支柱战略”(Ｆｏｕｒ－Ｐｉｌｌ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解决特朗普的安全关切ꎮ “四

支柱”是指伊朗的短期核活动、长期核活动、弹道导弹项目和地区军事行为ꎮ 马克龙

认为ꎬ各方应当在保留核协定前提下ꎬ本着平等原则就上述问题达成新协定ꎮ 谈判参

与方除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ꎬ还可包括欧美的盟国ꎮ④ 法国在解决伊朗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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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没有备用计划ꎬ认为通过协定的形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优于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模

式ꎮ①

德国也认为废除核协定会促使伊朗退出甚至走向拥核ꎬ中东将陷入战争的泥潭ꎮ

核协定由七国谈判达成ꎬ在目前状态下是确保伊朗弃核的理想形式(ｐａｃｔ ｗａｓ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ｂｕｔ ｉｄｅａｌ)ꎬ反对就核问题重新谈判ꎮ② 德国当前的优先政策是维持伊朗核协定并敦促

各方履约ꎮ 德国将认真考虑法国的四支柱战略ꎬ不过担心伊朗拒绝开启这一进程ꎮ 在

修订日落条款方面ꎬ德国认为需要补充相关条款ꎬ各方有权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伊

朗违约后施加更严厉的制裁ꎮ 在中东事务方面ꎬ德国反对特朗普政府过分亲以色列ꎬ

德国拒绝美国将黎巴嫩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的要求ꎬ也不会跟随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的首都并搬迁大使馆ꎮ

法德两国的共同立场包括:第一ꎬ核协定尽管不完美但却是限制伊朗核计划最好

的选择ꎮ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在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之前不应放弃核协定ꎬ保留核协

定要好于朝鲜模式ꎻ第二ꎬ法德倡导核协定附加条款(Ｉｒａｎ Ｄｅａｌ Ｐｌｕｓ)ꎬ既对核协定附加

更严格条件ꎬ又同伊朗磋商弹道导弹和地区行为协定ꎻ第三ꎬ欧盟未雨绸缪ꎬ筹划美国

退出后的应急方案ꎮ 美国设定的最后通牒的寓意明显ꎬ欧盟要面对美国退出及其引发

的严重后果ꎮ③

但无论补充协定还是背靠背游说都未能让特朗普满意ꎮ 核协定最终成为美国政

策调整的牺牲品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ꎬ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 １３８４６ 号行政命令ꎬ废除

«伊朗核协定»并对伊朗实行更严厉制裁ꎮ 在 ８ 月 ４ 日实施的第一轮制裁中ꎬ美国禁

止伊朗政府和央行从事美元和贵金属交易ꎻ禁止伊朗从事购销里亚尔的大宗交易ꎻ禁

止认购或推动伊朗主权债务发行的活动ꎻ制裁伊朗的汽车工业ꎮ 在 １１ 月 ４ 日实施的

第二轮制裁中ꎬ美国对伊朗实行能源禁运ꎬ要让伊朗的“石油零出口” (Ｚｅｒｏ Ｏｉｌ Ｅｍ￣

ｐｏｒｔ)或接近零出口ꎮ 除非获得豁免ꎬ美国禁止从伊朗国有石油公司(ＮＩＯＣ)等进口伊

朗的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ꎻ制裁伊朗航运公司在内的港口运营、航运、造船、保险

１３　 欧美关系视角下的伊朗核问题

①

②

③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ａｌｌｉｎꎬ “Ｍａｃｒｏｎꎬ Ｍｅｒｋｅｌ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Ｐｕｓｈ Ｔｒｕｍｐ ｏｎ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ＵＳ ｉｎ Ｉｒ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ａｌ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ＡＢＣ Ｎｅｗ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ｂｃｎｅｗｓ.ｇｏ.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ｍａｃｒｏｎ－ｍｅｒｋｅｌ－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ｐｕｓｈ－ｔｒｕｍｐ－ｋｅｅｐｉｎｇ－ｕｓ－ｉｒａｎ / ｓｔｏ￣
ｒｙ? ｉｄ ＝ ５４６６６２５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Ｍｅｒｋｅｌ: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Ｉｒ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ａｌꎬ”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 / Ｒａｄｉｏ Ｌｉｂｅｒｔｙꎬ Ｍａｙ １６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ｆｅｒｌ.ｏｒｇ / ａ / ｉｒａｎ－ｍｅｒｋｅｌ－ｇｅｒｍａｎｙ－ｒｅｍａｉｎ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ｄｅａｌ / ２９２２９９７２. 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
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Ｍａｃｒｏｎ Ｓａｙｓ Ｈｅ Ｈａｓ Ｎｏ Ｐｌａｎ Ｂ ｆｏｒ Ｉｒ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ａｌꎬ” Ｎｅｗｓｍａｘ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２ꎬ 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ｍａｘ.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ｆｒｏｎｔ /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ｍａｃｒｏｎ－ｉｒａｎ－ｆｏｘ－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２２ / ｉｄ / ８５５９２１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和再保险行业ꎮ 与此同时ꎬ美国财政部长等高级官员多次威胁 ＳＷＩＦＴ 公司ꎬ要求后者

配合美国行动ꎬ在第二轮制裁中切断同伊朗的端口ꎮ ＳＷＩＦＴ 在压力之下ꎬ以维护全球

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完整为由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起切断同伊朗银行的金融联系ꎮ①

在上述背景下ꎬ英、法、德三国在 ５ 月 １２ 日发表恪守伊朗核协定的联合声明ꎮ “欧

盟将保障伊朗核协定框架不受损害ꎬ不会采取美国那样阻碍核协定实施的任何行动ꎮ

但伊朗核计划也要保持和平与民用特性ꎮ”为此德国总理默克尔致电伊朗总统鲁哈尼

(５ 月 １０ 日)重申德国对核协定的承诺ꎮ② 默克尔还出访俄罗斯(５ 月 １８ 日)③和中国

(５ 月 ２５ 日)④ꎬ商讨各方在美国退出后维持伊朗核协定事宜ꎮ ５ 月 １５ 日ꎬ欧盟外交与

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对来访的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欧盟将保护欧盟在伊公

司的利益ꎬ也已开始研究美国制裁的应对措施ꎬ并主要聚焦伊朗的油气出口和欧盟公

司权益保障等领域”ꎮ⑤

三　 欧美在伊朗核协定上的政策差异及内在根源

美国的退出使伊朗核协定陷入困局ꎮ 但令美国意外的是ꎬ曾跟随美国进行联合制

裁的欧盟在废约问题上不惜对抗美国力挺伊朗ꎮ 这种分歧体现了欧盟与美国对伊朗

核问题认知、治理理念、地缘政治关切以及在伊利益等方面的差异ꎮ

第一ꎬ欧美对伊朗核问题的认知不同ꎮ 特朗普政府“偷换概念”ꎬ将伊朗核问题上

升为“伊朗问题”ꎮ 特朗普提出保留核协定的条件是修约ꎬ但其条件已超越核问题本

身ꎮ 特朗普设定的议题广泛庞杂ꎬ除了核问题还包括伊朗弹道导弹、支持恐怖主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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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ＷＩＦＴ Ｋｉｃｋ: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Ｂａｎｋ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ｏ Ｂｅ Ｃｕｔ ｏｆｆ ｆｒｏ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ＲＴ Ｎｅｗｓ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ｔ.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４４３７１９－ｓｗｉｆｔ－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ｒａｎｉａｎ－ｂａｎｋｓ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Ｍｅｒｋｅｌ Ｃａｌｌｓ Ｉｒａｎ’ 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ꎬ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Ｂｅｒｌｉｎ’ ｓ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ａｌꎬ” Ａｒａｂ Ｎｅｗｓꎬ
Ｍａｙ １０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ａｂ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１３００２６１ / ｗｏｒｌｄ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在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俄间谍斯克里帕尔(Ｓｅｒｇｅｉ Ｓｋｒｉｐａｌ)遇刺事件的背景下ꎬ伊朗核协定的可能流
产成为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少有的关系改善的契机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ꎬ德国新任外长海科马斯(Ｈｅｉｋｏ Ｍａａｓ)访
问俄罗斯并表达了德俄两国将坚持伊朗核协定ꎮ ５ 月 １８ 日ꎬ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俄罗斯ꎬ默克尔同普京会晤表
示:“伊朗核危机在莫斯科和柏林激发了少有的团结ꎮ 德国和俄罗斯相信核协定应当继续有效ꎮ” “Ｐｕｔｉｎ ｔｏ Ｍｅｅｔ
Ｍｅｒｋｅｌ ｔｏ Ｔａｌｋ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Ｙａｈｏｏ Ｎｅｗｓꎬ Ｍａｙ １８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ｐｕｔｉｎ－ｍｅｅｔ－ｍｅｒｋｅｌ－ｔａｌｋ
－ｉｒａｎ－ｕｋｒａｉｎｅ－０２４０１４７１２.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５ 月 ２５ 日ꎬ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中国ꎬ伊朗核协定是双方讨论的最重要的两大议题之一ꎮ 中德两国在
核问题上立场一致ꎬ认为伊朗核协定是最重要的多边主义成果ꎮ 双方都表示要共同维持核协定ꎮ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Ｇａｏꎬ
“Ｗａｓ Ｍｅｒｋｅｌ’ｓ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ꎬ Ｍａｙ ２９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ｗａｓ－ｍｅｒ￣
ｋｅｌｓ－ｖｉｓｉｔ－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Ｗｉｎｔｏｕｒ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Ｒａｎｋｉｎꎬ “ＥＵ Ｔｅｌｌｓ Ｉｒａｎ Ｉｔ Ｗｉｌｌ Ｔｒ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Ｆｉ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ＵＳ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Ｍａｙ １５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８ / ｍａｙ / １５ / ｅｕ－ｔｅｌｌｓ－ｉｒａｎ－ｉｔ－ｗｉｌｌ－ｔｒｙ－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
ｆｉｒｍｓ－ｆｒｏｍ－ｕｓ－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区破坏活动以及侵犯人权等ꎮ 美国还要求捆绑式的一揽子解决ꎬ即只有伊朗在上述所

有问题完全达到美方要求ꎬ美国才会留在核协定中ꎬ明确拒绝欧盟提出的核协定附加

条款ꎮ 由此ꎬ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政策又退回到冷战后的“四宗罪政策”ꎮ① 冷战后ꎬ美

国一直指责伊朗犯有“四宗罪”ꎬ即伊朗发展核武器、支持恐怖主义、阻碍中东和平进

程和侵犯人权ꎮ 当下ꎬ特朗普政府“偷梁换柱”ꎬ将伊朗核问题变成了伊朗问题ꎮ

在对待伊朗核协定问题上ꎬ特朗普政府则将核协定视为万恶之源ꎬ认为伊朗仅以

１０－１５ 年的暂停浓缩铀等敏感核活动就换来了欧美制裁的解除ꎬ核协定不过是伊朗欺

骗国际社会的缓兵之计ꎮ 其日落条款为伊朗未来发展核武器提供了制度漏洞ꎬ而核协

定并未让伊朗迷途知返ꎮ 伊朗反而将被解除的 １０００ 多亿石油美元用于发展核武器、

弹道导弹ꎬ在国内侵犯人权ꎬ支持恐怖主义ꎬ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也门胡赛武装组

织等ꎮ 特朗普还援引以色列情报ꎬ认定伊朗并未停止发展核武器ꎬ伊朗是在欺骗国际

社会ꎮ 他认为ꎬ签署核协定是美国的耻辱和外交惨败ꎬ核协定必须废除ꎮ ２０１６ 年ꎬ特

朗普在美国—以色列行为委员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ＡＣ)、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ＡＩＰＡＣ)等场合多次表示ꎬ如果当选ꎬ首要优先政策

就是废弃此前同伊朗达成的灾难性核协定ꎮ②

欧盟则将伊朗视作中东不可或缺的行为体ꎬ期望接触而非孤立伊朗ꎮ 欧盟认为ꎬ

核协定尽管不完美ꎬ但在伊朗核进程逼近临界点时签署ꎬ是通过暂停换解除制裁ꎬ避免

伊朗困兽犹斗突破核门槛ꎬ缓和了中东地区可能的核军备竞赛和紧张局势ꎮ 这一暂停

有助于国际社会争取更多时间ꎬ能够给各方更多的余地解决未尽事宜ꎬ例如帕尔钦军

事基地准入和更严格的侵入式核查等ꎮ 而且核协定是国际社会同伊朗发展关系的基

石ꎬ在各方建立信任的基础上能够有助于其他问题如弹道导弹问题的解决ꎮ 因此ꎬ欧

盟主张核协定必须保留ꎮ

第二ꎬ特朗普与欧盟的治理理念不同ꎮ 特朗普将“美国优先”作为执政之本ꎬ在国

家利益与国际责任问题上锱铢必较ꎬ以实用主义心态看待国际制度ꎬ不愿为国际社会

提供公共产品ꎬ不愿为国际制度埋单ꎮ 特朗普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置多边主义于

不顾ꎬ上台后先后宣布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巴黎协定»«万国

３３　 欧美关系视角下的伊朗核问题

①

②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任期ꎬ美国对伊朗的指责基本集中在四个领域:发展核武器、支持恐怖主
义、阻碍中东和平进程和侵犯人权ꎮ 参见 Ａｌｅｘ ＥｄｗａｒｄｓꎬＤｕａ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Ｔｈｅ ＵＳＡꎬ Ｉｒａｎꎬ
ａｎｄ Ｉｒａｑꎬ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ꎬ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４ꎻ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Ｈ.Ｃｏｒｄｅｓｍａｎꎬ Ｂｒｙａｎ Ｇｏｌｄꎬ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Ａｒｍｓ Ｃｏｎ￣
ｔｒｏｌꎬ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ꎬ ２０１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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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联盟公约»«中导条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条约或组织ꎮ 退出伊朗核协

定只不过是特朗普政府退出多边协定和条约的缩影ꎮ

作为国家间共同体ꎬ欧盟历来强调多边主义、规范力量的作用ꎬ坚持有约必守ꎮ 伊

朗核问题在解决过程中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都与欧盟的努力分不开ꎮ 从德黑兰宣言

到巴黎协定再到伊朗核协定ꎬ都凸显了欧盟色彩ꎮ 欧盟认为ꎬ维护伊朗核协定意味着

维护欧盟的外交成果和规则的权威性ꎮ①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签约国认定伊朗

认真履约的前提下ꎬ特朗普指责日落条款并将伊朗其他行为同核协定相捆绑ꎬ属于无

中生有ꎮ 欧盟若在废约问题上追随美国无异于助纣为虐ꎬ彻底抛弃自己长期坚持的道

义和规范ꎬ因此不能跟随美国废弃核协定ꎮ

第三ꎬ欧盟和美国与伊朗地缘关系上的差异也导致对伊朗政策差异ꎮ 欧盟在伊朗

问题上存在着“池鱼困境”ꎮ 伊朗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欧盟的安全ꎮ 冷战后ꎬ反核

扩散和关注周边是欧盟安全关注的两大维度ꎮ② 而伊朗恰恰在这两个维度上挑战了

欧盟的安全ꎮ 欧盟不希望作为周边国家的伊朗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ꎬ更不希望伊朗

因为拥核成为美国军事打击的对象ꎮ 在伊朗核问题上ꎬ欧盟面临所谓的“池鱼困

境”③ꎬ因为一旦伊朗生乱ꎬ是近邻欧盟而非遥远的美国首当其冲ꎮ④

从政策推演看ꎬ美国极限施压针对的目标是伊朗政权ꎬ伊朗或者如蓬佩奥 ５ 月 ２１

日的演讲所展示的路径一样改弦更张ꎬ在行为上做出重大改变ꎬ或者面临博尔顿所称

的政权变更ꎮ⑤ 如果伊朗反对美国提出的行为改变甚至政权改变ꎬ那么伊朗必然在核

问题、地区军事行动等方面寻求突破ꎬ这反过来会诱发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国的反制ꎮ

随着美国、以色列、沙特绞杀伊朗的绳索不断收紧ꎬ地区冲突升级的概率将陡然上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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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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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在议题上ꎬ欧盟将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有组织犯罪等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ꎮ ２００３ 年欧
盟出台的«欧洲安全战略»指出ꎬ欧盟在冷战后面临诸多安全挑战ꎬ但是核生化武器的扩散是欧盟首要的安全关
切ꎬ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手段加以应对ꎮ 参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０３ꎬ ｐ.５ꎮ 在地区上ꎬ欧盟更加关注周边地区ꎮ 欧盟强调将更多邻国转化为
欧盟的朋友(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ｎｇ ｏｆ Ｆｒｉｅｎｄｓ)ꎬ构建欧盟的安全圈ꎮ ２００４ 年ꎬ欧盟出台
«欧盟对中东—地中海的安全战略»ꎬ强调欧盟将以伙伴计划和对话作为欧盟战略的基石ꎬ对中东和地中海两大
地区奉行长期的务实的接触政策ꎬ以促进这两个地区的繁荣与安全ꎮ

取自北齐杜弼«檄梁文»中“城门失火ꎬ殃及池鱼”ꎬ意为美国与伊朗关系的恶化甚至如果美国军事打击
伊朗将首先殃及与伊朗地缘相近的欧盟ꎮ

“Ｔｈｅ ＥＵꎬ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Ａ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４ꎬ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ＥＭＯ－０４－２９４＿ｅｎ.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Ｍｉｋｅ Ｐｏｍｐｅｏꎬ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ａｌ: Ａ Ｎｅｗ Ｉｒ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Ｍａｙ ２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２８２３０１.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甚至会出现伊朗核设施遭受军事打击以及伊朗同美以之间的局部战争ꎮ

无论出现哪种情势ꎬ欧盟都会首当其冲ꎮ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问题已经让欧盟

疲于应付ꎬ一旦伊朗出现危机ꎬ难民的涌入和恐袭升级等问题将使欧盟不堪重负ꎮ 因

此ꎬ夹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欧盟更倾向采用主动介入和接触政策来解决问题ꎬ不愿大

动干戈诉诸武力ꎮ 欧盟此次在伊朗核协定上选择同美国分道扬镳ꎬ原因之一在于地理

上的临近让欧盟成为更易受损的一方ꎮ

第四ꎬ欧盟与美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不同ꎬ美国对伊朗的长臂制裁直接伤害了欧

盟在伊朗的利益ꎮ 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直指伊朗的外资和能源出口ꎬ根本目的是断绝

伊朗同国际社会的能源和经贸联系ꎮ 美国的制裁将使 ２０１６ 年核协定生效后欧盟对伊

朗的经贸投资付之东流ꎮ

美国制裁对欧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首先ꎬ能源禁运将截断欧盟从伊朗的石油进

口ꎮ 核协定签署之后ꎬ欧盟全面恢复从伊朗的能源进口ꎮ ２０１７ 年ꎬ意大利(日进口

１９ ８ 万桶)、德国(日进口 １６.１ 万桶)、法国(日进口 １１.４ 万桶)、西班牙(日进口 ８.４ 万

桶)和希腊(日进口 ７.４ 万桶)成为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ꎬ欧盟国家从伊朗的石油日进

口量达到每天 ６２.４ 万桶ꎬ约占伊朗石油出口的 ２４.８％ꎮ① 这个数额已接近双方的历史

峰值ꎮ 如果欧盟顺从美国的制裁ꎬ这些国家将在半年时间内停止进口伊朗石油ꎬ寻找

替代卖家ꎮ

其次ꎬ经贸投资制裁将使欧盟现有的对伊朗投资付之一炬ꎮ 核协定后欧盟对伊的

经贸和投资迅速攀升ꎬ欧盟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欧

盟对伊朗出口增长了 ３１.５％ꎬ进口增长了 ８３.９％ꎮ 其中德国对伊出口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６

亿欧元提高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７ 亿欧元ꎬ增幅高达 ４２.３％ꎮ 法国对伊出口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５ ６２ 亿欧元飙升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５ 亿欧元ꎮ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 ２０１６ 年与伊朗签署价值

１７５ 亿欧元的合同ꎬ向伊朗出售 １１８ 架商用客机ꎮ 对伊投资上ꎬ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

斯堪尼亚货车公司、法国标致公司等在制裁解决后加大了对伊朗的投资ꎮ 法国道达尔

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与伊朗签署了 ４２.５ 亿欧元的为期 ２０ 年的协议ꎬ开发伊朗南帕斯气

田ꎮ② 法国标致公司同伊朗 ＳＡＩＰＡ 合资生产的标致 ２０５、３０５ 车型是伊朗最畅销的汽

车ꎮ 意大利国家铁路公司同伊朗签署了 １２ 亿欧元的合同ꎬ修建从库姆到阿拉克的高

５３　 欧美关系视角下的伊朗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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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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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速铁路ꎮ 法国雪铁龙公司在 ２０１６ 年与伊朗 ＳＡＩＰＡ 公司签署价值 ２５５ 万欧元的协议ꎬ

在伊朗设立年产量 ２０ 万辆的汽车厂ꎮ 雷诺与伊朗签署 ６６０ 万欧元合资协议ꎬ建设年

产量 ３５ 万辆规模的汽车厂ꎮ 瑞典斯堪尼亚公司(Ｓｃａｎｉａ)在伊朗建立年产 １３５０ 辆重

卡的工厂ꎮ 德国西门子公司同伊朗签署数十亿欧元的铁路和电力合同ꎮ① 如果欧盟

毁约ꎬ这些公司将面临撤出伊朗的局面ꎬ所有的投资都将毁于一旦ꎮ

美国制裁的严重性还体现在:其一ꎬ制裁对象除了伊朗的能源和金融领域外ꎬ还扩

大到汽车、钢铁、航运等民生行业ꎻ其二ꎬ美国制裁属于“长臂管辖”ꎬ即美国既制裁违

规的美国公司ꎬ也制裁其他国家同伊朗有业务联系的公司和实体ꎮ 欧盟公司的权益也

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长臂管辖”的侵害ꎮ 因此ꎬ欧盟或者顺从美国从伊朗撤资终止

合作ꎬ或者采取实质性举措保护欧盟公司和实体的利益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成为欧美

对伊朗政策分歧的分水岭ꎮ 欧盟在要求美国豁免欧盟在伊朗的民用项目、不要实行域

外长臂管辖的同时ꎬ②开始“扎紧篱笆”ꎬ防范自己在伊朗的利益受到损害ꎮ

四　 欧盟的自我防范:从阻断法案到特殊目的通道

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 日开始ꎬ欧盟委员会着手激活 １９９６ 年的阻断法案(２２７１ / ９６)ꎮ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ꎬ为了回应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以及对伊朗和利比亚的相关制裁立法ꎬ

抵制美国制裁对欧盟商业公司与第三国合法活动的影响ꎬ欧盟通过了阻断法案ꎮ 这是

欧盟反对第三国域外立法统一行动的一项重要成就ꎮ 然而 １９９６ 年的阻断法案并没有

执行ꎬ欧美贸易分歧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得以解决ꎮ③ 为了激活欧盟阻断法案ꎬ欧盟委

员会更新第 ２２７１ / ９６ 号法案附件中列出的欧盟公司可以不予遵守的第三国法律清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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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２８２０１８％２９６２１８９７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４ 日ꎬ英、法、德三国外交、经济部长和欧盟最高代表分别致信美国财政部ꎬ要求美国不要实
行域外的“长臂管辖”ꎬ并对欧盟公司保持在伊朗的经济关系如能源、汽车、民用航空、基础设施、银行和金融领域
的往来进行豁免ꎮ 参见 Ｉｖａｎａ Ｋｏｔｔａｓｏｖａ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ｓｋｓ ＵＳ ｔｏ Ｓｐａｒｅ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ｒａ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ＣＮＮꎬ Ｊｕｎｅ ６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ｎｅｙ.ｃｎｎ.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０６ / ｎｅｗ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ｉｒ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ｉｅｆ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ꎮ

当时美国要援引自己的国内法制裁第三国主要是法国的公司ꎮ 欧盟的阻断法案抵制了美国制裁对欧盟
商业公司与伊朗合法活动的影响ꎮ 当阻断法案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实施时ꎬ它成为欧洲共同体对美国域外制裁反
击的一部分ꎬ另一部分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诉ꎮ 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迫使美国最终放弃了域外制裁ꎮ １９９６ 年欧
盟通过的阻断法案主要是为应对美国的伊朗—利比亚制裁法(Ｉｒａｎ Ｌｉｂｙａ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ꎬ ＩＬＳＡ)ꎬ经过磋商后美国最
终放弃制裁法国公司ꎬ１９９６ 年的阻断法案并没有执行ꎮ 但是阻断法案是欧盟反对第三国域外立法统一行动的一
项重要成就ꎮ



加入了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ꎮ 经过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两个月的审议ꎬ８ 月 ７ 日更新后

的阻断法案正式生效ꎮ

阻断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ꎬ阻断法案禁止欧盟公司和实体遵守美国制裁法ꎬ

也禁止其承认并执行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法院判决和行政命令ꎮ 这主要包括美国对伊

朗实施的«１９９６ 年伊朗制裁法»(ＩＳＡ)、«２０１２ 年伊朗自由与反扩散法»(ＩＦＣＡ)、«２０１２

财年国防授权法»(ＮＤＡＡ)、«２０１２ 年减少伊朗威胁与叙利亚人权法»(ＴＲＡ)以及«伊

朗交易与制裁条例»(ＩＴＳＲ)、美国第 １３８４６ 号行政命令等ꎻ其次ꎬ阻断法案明令禁止执

行与欧盟及其企业相关的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法院判决、法律法规ꎻ最后ꎬ允许欧盟公司

或实体对因美国制裁而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进行追索ꎮ 欧盟公司应当在获知经济利益

因域外法律制裁受损的 ３０ 天之内通知欧盟委员会ꎮ 成员国法院在收到欧盟公司的起

诉和索赔申请后ꎬ启动相关的定损和追索等相关程序ꎮ 与任何损害赔偿诉讼一样ꎬ法

官将评估案件的实质和因果关系ꎮ 赔偿可以采取扣押或出售美国在欧资产来获得ꎮ

欧盟公司可以向造成损失的自然人或法人或任何其他实体追讨损害赔偿ꎮ

从法律上讲ꎬ欧盟更新后的阻断法案使得欧盟公司和实体在欧洲法院、国际法庭

或国际商会对美国制裁提出仲裁和诉讼时拥有了法律依据ꎬ能够阻止美国的制裁侵害

欧盟公司和实体的利益ꎮ 从政治上讲ꎬ重启阻断法案具有明确的政治信号意义ꎮ 欧盟

实际上是向美国传达出捍卫伊朗核协定的决心ꎬ同时也向伊朗传递欧盟推动核协定向

前发展的初衷和善意ꎮ

阻断法案的重启与更新是欧盟保护自己公司和实体免受美国制裁侵害的第一步ꎬ

未来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ꎮ 第一ꎬ阻断法案存在的技术性问题增加了执行难度ꎮ 如

果欧盟受理投诉或向世贸组织提请仲裁申诉ꎬ一要确定诉讼标的ꎮ 欧盟公司或实体退

出伊朗有很多理由ꎬ但是欧盟执法部门难以确定并惩罚那些因规避美国制裁而以政治

风险、营商环境恶化为名退出伊朗的公司ꎮ 即使受理索赔ꎬ欧盟也难以举证欧盟公司

退出伊朗的原因是美国制裁和恐吓造成的经营困难预期ꎻ二要确定索赔对象ꎮ 阻断法

案容许欧盟公司追索因美国实施制裁法而造成的损失ꎬ但如果向美国政府提出索赔要

求ꎬ美国政府将以主权豁免为由驳回诉讼ꎻ①三会面临违法处置权困境ꎮ 处罚欧盟公

司违法的权限在成员国ꎮ 但由于这些公司多为母国经济增长的引擎ꎬ很少有成员国因

为这些公司规避美国制裁而愿意施加惩罚ꎮ

７３　 欧美关系视角下的伊朗核问题

① “Ｔｈｅ ＥＵ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Ｉｒ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ａｌꎬ” Ａｓｈｕｒｓｔꎬ Ｊｕｎｅ
７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ｓｈｕｒｓｔ. ｃｏｍ / ｅｎ / ｎｅｗｓ－ａｎｄ－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ｌｅｇａｌ －ｕｐｄａｔｅｓ / ｔｈｅ－ｅｕ－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ｔｅ －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ｅｋｓ－ｔ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ｉｒａｎ－ｎｕｃｌｅａｒ－ｄｅａｌ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第二ꎬ阻断法案给欧盟公司带来两难困境ꎬ它们的理性选择使阻断法案形同虚设ꎮ

首先ꎬ欧盟公司面临美国还是伊朗的选择ꎮ 由于欧洲公司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度高ꎬ而

且严重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ꎬ因此ꎬ大多数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

选择放弃伊朗ꎮ① 毕竟伊朗 ４０００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同美国 １９ 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不可同日而语ꎮ 任何在美国拥有业务和利益的欧洲公司ꎬ无论是拥有美国股份、使用

美国零部件ꎬ甚至是使用美元结算ꎬ都受到美国制裁的限制ꎮ 因此ꎬ法国道达尔公司、

德国戴姆勒汽车公司、丹麦马士基航运公司、瑞典斯堪尼亚公司都先后表示因为美国

制裁而退出伊朗市场ꎮ②

其次ꎬ欧盟公司面临遵守阻断法案还是美国制裁法的选择ꎮ 欧盟公司要么因遵守

美国制裁法而违反阻断法案ꎬ要么因遵守阻断法案而违反美国制裁法ꎮ 从历史上看ꎬ

阻断法案的执行非常有限ꎬ即使在视违反阻断法案为犯罪的英国也没有强制执行的先

例ꎮ③ 但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巴克莱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和劳埃德银

行等在美国的子公司都在 ２００９ 年之后有过被美国征收巨额罚款的经历ꎮ 基于先例ꎬ

欧盟公司会认定违背阻断法案的成本更低ꎬ两害相权取其轻ꎬ从而将阻断法案置于无

用之境ꎮ

正因为阻断法案存在上述执行困难ꎬ欧盟开始筹建特殊目的通道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ꎬ英国、法国、德国、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六国部长开会讨论美国退出核协定后如何保

障伊朗进出口结算渠道畅通的问题ꎮ ９ 月联合国第 ７３ 届大会期间ꎬ六国部长会议专

门探讨 ＳＰＶ 事宜ꎮ ９ 月 ２４ 日ꎬ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同伊朗外长扎

里夫共同宣布ꎬ欧盟同意建立特殊目的通道来促进包括原油在内的伊朗进出口交易ꎮ

“这意味着欧盟建立合法实体来促进同伊朗的合法金融交易和正常贸易关系ꎮ”④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ꎬ法国、英国和德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ꎬ宣布建立“贸易结算支持机制(ＩＮ￣

ＳＴＥＸ)”这一特殊目的通道支持欧盟与伊朗间的合法贸易行为ꎬ主要针对药品、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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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ＥＵ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ＵＳ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ｒａｎ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６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ｔ.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４３５１９８－ｅｕ－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ｕｓ－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ｒａｎ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Ｏｉｌ Ｇｉａｎｔ Ｔｏｔａｌ ｈａｓ Ｐｕｌｌ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Ｇｉａｎｔ Ｇａ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ＣＮＢＣ Ｎｅｗｓ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ｂｃ.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０ / ｔｏｔａｌ－ｐｕｌｌｓ－ｏｕｔ－ｏｆ－ｉｒａｎ－ａｎｄ－ｇｉａｎｔ－ｇａ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ｅｐｏｒｔｓ－ｓａｙ.ｈｔｍｌ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在英国ꎬ违反阻断法案第 ２ 条(向欧盟委员会发出通知)或第 ５ 条(遵守禁止)将被处以不设上限的罚
款ꎮ

Ｔｅｒｒｙ Ａｔｌａｓ ａｎｄ Ｋｅｌｓｅｙ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ꎬ “Ｔｒｕｍｐ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Ｏｖｅｒ Ｉｒａｎ Ｄｅａｌꎬ”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ｒｇ / ａｃｔ / ２０１８－１０ / ｎｅｗｓ / ｔｒｕｍ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ｖｅｒ－ｉｒａｎ－ｄｅａ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
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械、农产品和食品领域ꎮ① 与六国部长会议和宣布筹建 ＳＰＶ 相映衬的是ꎬ特朗普、蓬佩

奥和博尔顿在联大等场合公开指责伊朗ꎮ 欧美分庭抗礼的意味十分明显ꎮ②

从运行机制上看ꎬＳＰＶ 是欧伊双方为开展合法业务提供便利记账式易货贸易的平

台ꎮ ＳＰＶ 是独立于 ＳＷＩＦＴ 的结算体系ꎬ在 ＳＰＶ 系统之下ꎬ伊朗将出口欧盟的石油收入

以欧元计价纳入 ＳＰＶ 体系ꎻ如果伊朗购买欧盟的商品与服务ꎬ伊朗在 ＳＰＶ 的账户金额

将相应减少ꎮ③ 为规避美国的新制裁ꎬ所有交易都以欧元或英镑计价ꎬ而非以美元或

伊朗里亚尔计价ꎮ ＳＰＶ 系统内的所有交易都不对美国公开ꎬ不受美国监管ꎮ 伊朗总

统鲁哈尼将欧盟的 ＳＰＶ 称作少有的胜利(Ｒａｒｅ Ｖｉｃｔｏｒｙ)ꎮ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

尔期望将 ＳＰＶ 演化成“真正充当欧洲独立的金融工具ꎬ容许欧盟在遵守国际法和欧洲

义务前提下同任何国家从事任何交易ꎮ” ④

尽管欧盟和伊朗在结算上取得方向性突破ꎬ但无论在实践还是在技术上ꎬＳＰＶ 仍

需较大程度的完善ꎮ 首先是 ＳＰＶ 的注册落地问题ꎮ 因担心引火烧身ꎬ奥地利、比利

时、卢森堡三国都不同意德国和法国的 ＳＰＶ 落地提议ꎮ 未来更大可能性是德国或法

国同意将 ＳＰＶ 设在本国ꎮ⑤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欧盟和伊朗表示ꎬ２０１８ 年年底解决落地问

题ꎬ但具体实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ꎮ

其次是 ＳＰＶ 的参与者问题ꎮ 尽管欧盟宣称信息保密ꎬ美国不会知晓 ＳＰＶ 的参与

者和交易标的ꎬ但由于美国的制裁阴云始终存在ꎬ任何愿意参加 ＳＰＶ 交易的公司都意

味着站在美国的对立面ꎮ 德国社民党外交事务发言人罗尔夫穆特泽尼希(Ｒｏｌｆ

Ｍｕｔｚｅｎｉｃｈ)认为ꎬ规模较大的德国公司、商业银行和央行因为担心美国的贸易报复不

９３　 欧美关系视角下的伊朗核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ＥＸꎬ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Ｉｒ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ＪＣＰＯ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ｏ－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ｔｒａｄｅ－ｗｉｔｈ－ｉｒａ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称伊朗是腐败独裁者(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并将加大对伊制裁的力度ꎮ
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也警告欧盟和其他国家不得试图规避对伊朗的制
裁ꎮ

“ＥＵ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ｔｅꎬ ＳＰＶ Ｃａｎ Ｄｅｒａｉｌ ＵＳ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ｒａｎꎬ”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２０１８０９２８１０６８４１８８７９－ｅｕ－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ｒａｎ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 Ｆｒａｎｃｅ Ｖｏｗｓ ｔｏ Ｌｅａ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Ｄｅｆｙｉｎｇ ＵＳ ｏｎ Ｉｒａ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７５ｂ９１ｂ２－ｅ１ｃｆ－１１ｅ８－ａ６ｅ５－７９２４２８９１９ｃｅ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ＥＵ Ｃａｖｉｎｇ ｔｏ Ｔｒｕｍ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Ｉｒａ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ＳＰＶ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Ｎｏｗ ｉｎ Ｔａｔｔｅｒｓꎬ” 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ｉｒｅ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ｉｒｅ.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１５ / ｅｕ－ｃａｖｉｎｇ－ｔｏ－ｔｒｕｍｐ－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ｉｒａｎ－ｓａｎｃ￣
ｔｉｏｎｓ－ｓｐｖ－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ｎｏｗ－ｉｎ－ｔａｔｔｅｒｓ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会使用 ＳＰＶꎬ但依赖伊朗市场的中小公司很可能会参与其中ꎮ①

最后是 ＳＰＶ 的额度和赤字问题ꎮ 伊朗同欧盟的能源交易是支撑 ＳＰＶ 的源动力ꎮ

除非欧盟和伊朗之间达成预存资金的协定ꎬ否则理论上 ＳＰＶ 系统内要存有伊朗的石

油收益才能启动后续伊朗从欧盟的进口ꎮ 由于伊朗从欧盟的石油收入同 ＳＰＶ 额度存

在正相关关系ꎬ因此如果国际油价过低或欧盟进口额过低ꎬＳＰＶ 中的石油收益则会降

低ꎬ从而不足以支撑伊朗从欧盟进口货物的额度ꎬＳＰＶ 系统的运转将面临信用短缺而

停滞ꎮ 欧盟从伊朗进口的石油约占伊朗石油出口的 ２０－３０％ꎬ如果以每桶石油以 ４０－

６０ 美元计价ꎬ那么伊朗对欧盟能源出口价值大约为 ２４０－３６０ 亿美元ꎮ② 这也是伊朗

在 ＳＰＶ 可预见额度的上限ꎮ 显然这些额度难以满足伊朗全部的进口需求ꎮ 如果油价

再度下跌或者欧盟国家减少伊朗的石油进口ꎬ伊朗同欧盟的 ＳＰＶ 就会出现赤字的可

能ꎬ这需要双方协商做出安排ꎮ 与欧盟类似ꎬ在美国制裁和 ＳＷＩＦＴ 切断情况下ꎬ除非

伊朗同韩国、印度等国也建立类似欧盟 ＳＰＶ 系统ꎬ否则伊朗对这些国家的石油出口和

油款回收仍是难以突破的难题ꎮ

五　 未来形势的发展及其对欧美关系的影响

欧盟与美国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博弈仍在进行ꎮ 欧盟是否有能力制衡美国的金融

霸权ꎬ伊朗能否承受住美国的极限施压ꎬ都会影响到伊朗核协定的存续ꎮ 伊朗核问题

将是欧美关系之间难以回避分歧的议题ꎮ

(一)欧盟的企业保护与金融自主

从侧重保护贸易和投资的阻断法案到侧重金融和结算的 ＳＰＶꎬ欧盟完成了伊朗的

贸易投资和结算的闭环ꎮ 从功能上ꎬ阻断法案更像是欧盟阻断美国“长臂制裁”的防

火墙ꎬ而 ＳＰＶ 则是为保障欧盟同伊朗正常贸易提供金融服务的后台处理ꎮ 无论是阻

断法案还是 ＳＰＶ 都存在诸多漏洞ꎬ但其积极意义也毋庸置疑ꎮ

第一ꎬ欧盟通过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对伊朗核协定的承诺ꎮ 欧盟为应对美国制裁出

台的阻断法案和 ＳＰＶ 从理论上实现了从贸易投资保护到支付独立的封闭运营ꎮ 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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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实现了对伊朗承诺ꎬ并完善了对欧盟企业的立法保护ꎮ 欧盟在对抗美国时表现出

的勇气和推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举措ꎬ展现了欧盟维护核不扩散规范的决心ꎮ 随着特朗

普政府在治外法权和长臂管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ꎬ如何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不仅是欧

盟需要思考的事情ꎬ也是其他大国都应该思考并提上议事日程的重大问题ꎮ

第二ꎬ阻断法案和 ＳＰＶ 是欧盟寻求金融独立对抗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举措ꎮ 美

国的金融霸权不仅体现在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上ꎬ更体现

在美元铸币税和石油的美元计价权ꎬ以及 ＶＩＳＡ、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ｒｄ 等信用支付上ꎬ因而使美

国的金融霸权难以撼动ꎮ 但当美国把这些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平台与服务当作为自

己谋利和要挟他国的武器时ꎬ制衡美国的金融霸权就提上了议事日程ꎮ

２００２ 年欧元正式流通成为国际储备和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ꎬ这是欧盟挑战美元

霸权的第一步ꎮ 而欧盟筹建不受美国监管的 ＳＰＶ 则是欧盟走出的重要一步ꎮ 欧盟在

金融领域建立了自己独立的防御性银行体系ꎬ防止美国以美元为武器要挟欧盟ꎮ 从长

期看ꎬ这将促进不依赖美国的替代性金融机制的发展ꎮ① 这种做法将制衡并削弱美国

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的强权地位ꎮ 不仅如此ꎬ欧盟的计划还包括拟议中的欧元

利率基准和即时支付系统ꎬ创建石油的欧元定价制度并将欧元作为同第三国能源合同

的默认货币ꎬ创建独立于 ＳＷＩＦＴ 的金融服务公司等ꎮ② 毋庸置疑ꎬ这些远景计划从筹

划到落实的每一步都需要时间ꎬ都需要抗拒来自美国的阻力ꎬ但这些计划对创建平等

公正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ꎮ

第三ꎬ倡导金融服务平台的独立性与中立性ꎮ 美国利用金融霸权将 ＳＷＩＦＴ 公司

作为打击伊朗的武器ꎬ关闭伊朗的航运、钢铁、航空等民生产业的金融联系ꎬ使欧盟处

处被动ꎮ ＳＷＩＦＴ 金融通讯服务公司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ꎬ是国际金融服务平台ꎬ不应

卷入国家纷争ꎬ更不应当屈从美国的强权恃强凌弱ꎮ 维护金融服务平台的独立性和中

立性是创建平等公正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要内容ꎮ

(二)欧美对伊朗的政策差异与伊朗的行为改变

欧盟推出的阻断法案和 ＳＰＶ 以及由此凸显的欧美矛盾都源于美国对伊朗的制

裁ꎮ 毫无疑问ꎬ欧美在对伊朗政策上至少存在两点共性:一是绝不容许伊朗发展核武

１４　 欧美关系视角下的伊朗核问题

①

②

Ｋｅｌｓｅｙ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ꎬ “Ｔｒｕｍｐ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Ｅｘｅｍｐｔ Ｓｏｍｅ Ｏｉｌ Ｓ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ꎬ”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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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ꎻ二是敦促伊朗的改变ꎮ 欧美的政策初衷与目的都是要改变伊朗ꎬ只是欧盟更侧重

改变伊朗的行为ꎬ而美国侧重改变伊朗的政权属性甚至政权本身ꎮ

欧美在改变伊朗问题上的政策差异使欧盟对美国的伊朗政策心怀疑虑ꎮ 当前美

国实际上在实行绞杀伊朗的政策ꎬ使伊朗陷入困顿并最终实现政权改变ꎮ 极限制裁只

是美国政策组合中的一个环节ꎮ 除此之外ꎬ美国在多条战线打压伊朗ꎮ 例如ꎬ加派航

母战斗群赴海湾防止伊朗的军事冒险行动ꎻ在叙利亚问题上以化武危机为借口对叙利

亚发动战术性打击ꎬ并逐渐协调同沙特和以色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ꎬ同以色列和

沙特组成遏制伊朗的战略三角ꎬ斩断伊朗地区干预的触角ꎻ在国际市场上ꎬ敦促沙特打

压油价防止美伊关系紧张刺激油价暴涨导致伊朗获利ꎮ 美国在多条阵线同时发力就

是为框住伊朗(ｋｅｅｐ Ｉｒ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ｘ)①ꎬ造成伊朗经济虚弱的长期化ꎬ从而促使伊朗内

部发生政治内溃ꎮ

如果说在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上存在基本共识ꎬ那么在政权变更问题上欧美的

战略目标严重冲突ꎮ 特朗普政府废除伊朗核协定并不仅仅停留在核问题的表面ꎬ美国

实际上是在推行新一轮的政权改变ꎮ 欧盟为了不让稍微稳定的中东局势重又紧张ꎬ必

须反对美国推倒伊朗核协定这一稳定支柱ꎬ反对极限施压ꎬ反对弱化伊朗ꎮ 欧盟同美

国最大的区别在于欧盟接受建设性的伊朗ꎬ并愿意以更大的战略耐性给伊朗做出改变

的时间ꎮ 可以预见ꎬ欧美在敦促伊朗的行为改变上会继续合作ꎬ但在涉及弱化伊朗和

改变伊朗政权问题上却将分道扬镳ꎮ 这也是欧盟为什么会通过阻断法案和特殊目的

通道来保护伊朗ꎬ不惜公然同特朗普对抗ꎬ因为欧盟深刻意识到ꎬ如同海湾战争后被制

裁的伊拉克一样ꎬ长期被美国制裁和弱化的伊朗将会形成新的权力真空ꎬ更易诱发美

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ꎮ 而欧盟所能够做的就是向伊朗输血ꎬ不让伊朗因为制裁而

被过分削弱ꎮ

(三)伊朗的易货贸易体系与外交困境

特朗普政府的顶级制裁和 ＳＷＩＦＴ 的切断隔绝了伊朗同国际社会的能源和投资联

系ꎬ深刻地改变了游戏规则ꎮ 美国制裁目的是实现伊朗石油零出口或接近零出口ꎬ迫

使所有外资撤离伊朗ꎮ 在这种情势下ꎬ欧盟与伊朗之间建立了易货贸易结算体系ꎮ 但

易货贸易的负面作用相当明显ꎬ它是不以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而达成的交易ꎬ牺牲了

货币的交换功能ꎬ是从货币贸易和信用贸易后退到更原始的贸易形式ꎮ 易货贸易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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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伊朗的选择自由度和议价能力ꎬ伊朗只能在有限的贸易伙伴和商品服务中做出选

择ꎮ 即使伊朗有能力和意愿联通多个易货贸易体系ꎬ比如印度、韩国等国通过端口接

入欧盟的 ＳＰＶ 结算平台网络ꎬ但伊朗的自由度仍相当有限ꎮ

不仅如此ꎬ在美国干涉面前ꎬ伊朗的易货体系具有相当的脆弱性ꎮ 凭借强大的次

级制裁能力①ꎬ美国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离开伊朗ꎮ 欧盟 ＳＰＶ 迟迟难以落地和中国暂

停昆仑银行在伊朗的业务ꎬ其背后都有美国施压的身影ꎮ 随着美国制裁的深入ꎬ日本、

韩国甚至印度公司也极有可能离开伊朗ꎮ 美国制裁使伊朗成为贸易和投资的高风险

国家ꎬ伊朗里亚尔暴跌和结算的非便利性大大减少了伊朗市场的吸引力ꎬ加上油价低

迷和原油逐渐变为买方市场ꎬ伊朗的议价能力被持续削弱ꎮ 投资收益走低、巨大的不

确定性、对美国可能报复的预期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离开伊朗ꎮ

可以预见经济的持续走弱是伊朗将要面临的长期问题ꎮ 就伊朗而言ꎬ对核协定的

遵守“如同鸡肋”ꎮ 当初核协定设定的以核暂停换取经济制裁解除的交易框架(Ｆｏｒ￣

ｍｕｌａ)对伊朗而言已经形同虚设ꎮ 核协定对伊朗的边际效应递减带来伊朗国内政治暗

流涌动ꎬ保守派和强硬派对鲁哈尼政府的攻击日渐加强ꎮ 在这种情况之下ꎬ伊朗不排

除像当年内贾德那样选择“核冒进”突破困境的可能ꎮ 但是这一路径较为凶险ꎬ伊朗

不会轻易做出上述选择ꎮ 首先ꎬ如果重启浓缩铀寻求发展核武器ꎬ伊朗将再次把中国、

俄罗斯、欧盟、印度等国家推到美国一方ꎬ伊朗通过核协定争取到的外交空间将彻底丧

失ꎬ伊朗必将迎来更严厉的国际制裁ꎮ 其次ꎬ重启浓缩铀和研制核武器是两回事ꎬ伊朗

的核进程很可能因为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而夭折ꎮ 即使伊朗成功研制出核

武器ꎬ伊朗核威慑的边际效应也将因经济虚弱和强敌环伺而呈现递减ꎮ 再次ꎬ美国一

直在防范伊朗的冒险行动ꎮ 军事上ꎬ美国驻巴林的第五舰队和派驻到海湾的航母战斗

群时刻提防着伊朗的军事冒险ꎻ安全上ꎬ美国加紧同以色列和沙特构建遏制伊朗的战

略三角ꎮ 伊朗放手一搏的结果很可能是“鱼死网不破”ꎮ 所以对伊朗来讲ꎬ最稳妥和

现实的路径就是循规蹈矩ꎬ在核问题和地区军事行为上寻求妥协ꎬ为自己赢得更多空

间和筹码ꎮ

(四)欧盟的独立自主外交与欧美伙伴关系

特朗普上台后ꎬ美国在关税谈判、气候协定、北约军费分摊等问题上频频对欧盟发

难ꎬ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霸凌风格使大西洋变宽的说法再度甚嚣尘上ꎮ 欧盟日益强调

独立自主ꎮ 马克龙在法国年度外交政策演讲中呼吁欧洲保障自己的安全和主权ꎬ要建

３４　 欧美关系视角下的伊朗核问题

① 次级制裁是美国针对本国以外与伊朗有经贸关系的第三方的制裁ꎮ



立独立的金融系统和防务系统ꎮ① 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呼吁为对抗特朗普的贸易保护

主义ꎬ欧盟应该变得更加自主ꎮ 在欧美伙伴关系未来走势问题上ꎬ欧盟希望建立更加

平等的欧美关系ꎮ② 德国外长马斯表示ꎬ欧美伙伴关系应该更加平衡ꎮ 当美国跨越

“红线”时ꎬ欧洲将予以制衡ꎬ但德国需要同欧洲国家合作制衡美国ꎮ③

上述争执的背后其实是欧盟的自我身份建构和欧美伙伴关系的性质问题ꎮ 欧盟

在经历了 ６０ 年的发展之后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而与之相对应的是ꎬ欧盟独

立自主的意识增强ꎮ 尽管有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干扰ꎬ例如英国脱欧ꎬ但欧盟仍在欧洲

一体化、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欧元、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步伐坚定ꎮ 规范性大国正在

成为欧盟自我身份构建的努力方向ꎬ并在国际事务中呈现出迥异于美国的外交特性ꎮ

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ꎬ欧盟基本能够坚持原则和道义ꎬ批评包括美国在内的恃

强凌弱、有悖公理和道义的行为ꎬ并没有像日韩等盟国一样在美国背后亦步亦趋ꎮ

此外ꎬ欧盟成长导致欧美伙伴关系发生微妙变化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美国

重建欧洲并为其提供了防范苏联威胁的安全保障ꎬ欧盟的发展离不开美国的援助与呵

护ꎮ 但美国不满于不断成长的欧洲表现出的独立自主和离心倾向ꎮ 美国复杂的家长

心态和欧盟成长必独立的对抗心理成为欧美关系不睦的潜在要素ꎮ

由于欧美在废除核协定和政权改变问题上的巨大分歧ꎬ伊朗核问题将是欧美之间

难以弥合的议题ꎮ 从更大的地缘和国际格局来看ꎬ当下欧美围绕伊朗核问题和核协定

的分歧ꎬ凸显的是欧美之间如何解决包括中东在内的地区热点问题的分歧ꎬ是对争端

认知和处置方法的差异ꎬ同时也是在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之下ꎬ处于最高层次的美国

同较低层次的欧盟之间围绕国际格局和地区格局未来演化方向的竞争ꎮ 这种竞争将

长期存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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