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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21
日达成一项最长期限 3个月的临
时技术协议，允许后者继续在伊
朗开展有限核查活动。按照国际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
西的说法，协议是“权宜之计”，
旨在为潜在的伊朗核问题谈判争
取时间。

格罗西当天结束为期两天的
伊朗之行，返回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部所在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他告诉媒体记者，根据临时协议，
国际原子能机构留在伊朗的核查
员人数没变，但“可以从事的活动
变了”。

格罗西证实，国际原子能机
构在伊朗的核查活动将受到限
制，“不过仍能维持必要水平的核

查和监督工作”。他没有展开细说
具体哪些核查活动受限。
他说：“我们没有违反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我们执行的是伊
核协议早就预见的补救措施。”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巴斯·
阿拉格希 20 日说，伊朗议会相关
法案实施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
伊朗的核查能力将被削减两到三
成。格罗西拒绝对此置评。

伊朗议会去年 12 月通过法
案，要求政府如在一定期限内未
发现对伊制裁“松动”，应进一步
突破伊核协议限制，包括从今年 2
月 23日开始中止履行《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伊核协议
中提及，伊朗自愿允许国际原子
能机构根据该议定书核查相关核
活动。中止履行议定书意味着这
部分核查被暂停。

格罗西赶在这条法案生效前
访问伊朗，目的正是“救场”。他
这样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希望稳
住当前不稳定的局势。这个技术
备忘录旨在为政治磋商赢取机
会，更重要的是，避免出现‘盲
飞’的场景。”
格罗西还说：“我们双方同意

的是可行之计，能够弥合分歧、挽
救局势。但是想要可持续的稳定
局面，必须通过政治谈判达成，这
就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

欧洲联盟先前提议，举行包
括伊朗和美国在内的伊核协议参
与方非正式会谈。美国表示愿意
谈，伊朗方面说还在考虑。

美国与伊朗就重返伊核协议
互开条件，双方都要求对方先迈
第一步：美国要求伊朗重新履行
协议，伊朗要求美国取消制裁。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受罕见寒潮冲击，美国得克萨
斯州不少能源企业过去一周停产。
但监管部门获取的数据显示，炼油
厂、石化厂等多家企业在此期间向
大气排放大量污染物，其中一家炼
油厂短短 5 小时的排污量就相当
于该厂 2019 年超标排放量的约
十分之一。

路透社 21 日援引得州环境
监测部门初步数据报道，得州五大
炼油企业过去一周合计排放大约
150吨污染物，包括苯、硫化氢、二
氧化硫、一氧化碳等。
通常情况下，炼油厂等能源企

业在停产时，需要通过燃烧等方式
处理并排放有害气体，以保护加工
设备不受损害。

在得州最大城市休斯敦及周
边区域，能源企业自寒潮降临以来
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达到约 320
吨，相当于 2018 年全年排放量的

十分之一。
马拉松石油公司加尔维斯顿

湾炼油厂本月 15 日在短短 5 小
时内排放大约 6.5 吨有毒气体，相
当于该厂 2019 年超标排放量的
约十分之一。Motiva 公司阿瑟港
炼油厂 15日至 18日排放大约 54
吨有害气体，比 2019 年超标排放
量高出数倍。

瓦莱罗能源公司位于阿瑟港
的一家炼油厂在 15 日起的 24 小
时内排放大约 35吨有害气体。埃
克森美孚公司旗下一家炼油厂近
日排放大约 1 吨苯和 6.8 万吨一
氧化碳。
由于能源企业排污量太大，得

州空气质量下降，人们从数公里外
都能看见不少工厂冒出的浓烟。
美国环保组织“山岭俱乐部”

空气质量部门主管珍妮·威廉姆斯
呼吁监管部门修改法规和制度，让
能源企业不再“大量排污却免受
责罚”。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77-200 客机 20 日从科罗拉多
州首府丹佛国际机场起飞后，飞机
右发动机外壳脱离爆炸起火。对
此，波音公司 21 日发表声明，建
议暂停部分波音 777客机运营。
声明说，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

全委员会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建
议在此期间搭载与美联航涉事飞
机同型号发动机（美国普惠公司
生产的 PW4000-112 发动机）的
波音 777 客机暂停运营。目前有
69架搭载了这一型号发动机的波

音客机处于服役状态，另有 59 架
处于库存状态。

波音公司还表示支持日本航
空管理部门以及美国联邦航空局
暂停搭载同型号发动机的波音
777飞机运营的决定，并称其正在
与监管机构合作。波音公司同时指
出，发动机检查工作由生产厂商普
惠公司进行。

美国联邦航空局 21 日要求
对装有普惠公司这一型号发动机
的波音 777 飞机加强检查。美联
邦航空局局长史蒂夫·迪克森表
示，这个决定是在与航空安全专家
小组协商后做出的。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过去一周，美国南部和中部地
区遭遇寒潮，得克萨斯州受灾尤为
严重，当地居民经历断电停水、道
路冰封等困境，如今又遇到一大新
麻烦：天价电费账单陆续寄到他们
手中，动辄数千美元，有的高达上
万美元。

不少得州居民收到电费账单
后傻眼，将账单拍照晒到互联网
上，引发关注。一张照片显示，一名
居民5天电费合计 5000 美元。另
一名居民的电费账单高达 16752
美元。

美国本土 48 个州中，得州是
唯一一个拥有独立电网的州，得州
电网以自由多、监管少为傲。然而，
在遭遇极端天气时，得州电网也难
以获得外援，从其他电网“借电”。
得州电力企业众多，居民可自

由选择从哪家电企购电，购电套餐
五花八门。例如，一些套餐为梯度
计价，居民平时买电花费较低，可
一旦遇到罕见寒潮，用电量增加，
电费就会高得吓人。

不少得州电企的电价与需求

挂钩，当居民用电需求激增，电价
相应暴涨。
面对舆论炮轰，州长格雷格·

阿伯特 20 日召集州议员紧急开
会，商议对策。阿伯特 21日宣布，
得州电力监管部门将暂时禁止电
企给居民寄账单，并禁止电企以居
民没交电费为由断电。
得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下

令对电企的定价机制、应急预案和
停电计划等展开调查。

至于天价电费该由谁掏钱，阿
伯特表示州议会需要“研究研究”。

得州最大城市休斯敦市长西
尔维斯特·特纳 21 日接受电视采
访时说，天价电费应该由州政府埋
单。沃思堡市长贝齐·普赖斯认为，
除了州政府，联邦政府也应该掏一
部分钱。
得州民众因寒潮停水断电时，

得州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特德·克
鲁兹携家人 17 日前往墨西哥度
假，招致批评。克鲁兹被迫缩短行
程，18日飞回得州。他随后就天价
电费一事表态：“这事不对！电企
不能发灾难财，得州人不应该被电
费暴涨敲竹杠。”

账单动辄数千美元，有的高达上万美元

美国得州天价电费遭到舆论炮轰

得州能源企业寒潮期间大量排污

波音建议暂停部分 777客机运营

伊朗与原子能机构达成临时协议
为潜在的核问题谈判争取时间

2月 21 日，德黑兰，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左一）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右一）举行会谈。 /新华社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杰克·沙利文 21 日说，美国已经
开始就释放在押美国公民一事与
伊朗方面沟通。伊朗方面回应说，
就此议题的商谈经由第三方进
行，双方没有直接接触。

沙利文 21 日做客美国哥伦
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
他在节目中说，对总统约瑟夫·拜
登领导的美国政府而言，把这些
美国人“平安带回家”是“当前非
常重要的事”。当被问及美国政府
是否已经开始就此与伊朗方面协

商时，沙利文说：“我们与伊朗方
面在这一议题上已经开始沟通。”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近年来
逮捕数十名拥有伊美双重国籍的
人，这些人大多受到间谍罪指控。
另一方面，美方也关押着数十名
伊朗人，其中不少人涉嫌违反美
国对伊制裁。
21日晚些时候，伊朗国家最高

安全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新闻网站
援引消息源报道，伊朗政府没有直
接与美方讨论在押美国人一事，双
方所有交流都通过瑞士驻伊大使
馆进行。美国与伊朗1980年断绝
外交关系，美国在伊领事保护、签

证移民等事务由瑞士大使馆代理。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

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提卜
扎德 21 日说，伊美没有在任何领
域进行直接对话。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
瓦德·扎里夫去年 9月表示，伊朗
愿意与美国交换所有在押人员。

美伊双方先前一度交换在押
人员。美国去年 6月 2 日释放伊
朗科学家西鲁斯·阿斯加里，伊朗
同月 4日释放美国海军退伍军人
迈克尔·怀特，美国随后释放拥有
美伊双重国籍的皮肤科医生马吉
德·塔赫里。

美官员说正与伊朗协商“释囚”
伊方说双方没有直接接触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