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3日电 美国
国防部发言人利特尔3日拒绝了伊朗
发出的美航母不要重返波斯湾水域的
警告， 强调美将继续派遣航母战斗群
到波斯湾， 以保护那里的航海自由。

利特尔在一项声明中表示， 美在
波斯湾的军事部署 “将与过去数十年
一样持续下去”。 美在该地区部署航
母战斗群是必要的， 不仅能确保美正
在执行的任务的连续性， 而且能提供
行动支持。

利特尔说， 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
峡的通行符合国际法规定。 美国有义

务确保航海自由， 因为这不仅是实现
全球繁荣的基础， 也是美军队在该地
区活动的主要理由之一。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3日电 美国
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3日表
示， 美国并不寻求与伊朗对抗， 但将
确保为保障 “全球航行自由” 继续发
挥自身作用。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3日电 伊朗
海军司令哈比布拉·萨亚里3日说， 代
号为 “守卫90” 的伊朗海军军演已取
得成功， 伊朗海军将扩大下一次军演
的规模。

本版责编 周小雷 责任校对 彭 扬 国际15２０12年1月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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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
孙奕 廖雷）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4日
否认了有印度媒体称印驻上海总领
馆官员近日在义乌受到非人道待遇
的报道， 表示中方有关部门一贯依
法维护在华印度公民的合法权益。

他是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作
出上述表示的。 “有关媒体关于印
驻沪总领馆官员在义乌期间被中方
禁止进食和服药以及受到围攻的报
道不符合事实。” 洪磊说。

他表示，中方一贯严格按照《维

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及有关法律法
规保障外国领事官员人身安全 ，为
其执行职务提供协助和便利。

针对印度驻华使馆近日发表声
明， 提醒印度商人不要在义乌从事
商贸活动一事， 洪磊表示， 需要强
调的是， 中国是法治国家， 中方重
视中印友好关系。 此案只是一起因
经济纠纷引发的个案， 中国司法机
关正在依法处理。 中方希望印方客
观、 公正地对待此事。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 ， 中国同伊朗保持着正常 、 公
开、 透明的经贸和能源往来， 这些
往来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不
应该受到影响。

有记者问： 美国将对伊朗实施
新制裁， 中方是否寻求与伊朗有石
油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避免卷入有
关制裁？

洪磊回答说 ： 中方一贯认为 ，
制裁不是缓和紧张局势、 解决伊朗
核问题的根本办法， 对话谈判是唯

一正确途径。 中方反对一国将其国
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对其他国
家实施单边制裁。 同许多其他国家
一样， 中国同伊朗保持着正常、 公
开、 透明的经贸和能源往来， 这些
往来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不
应该受到影响。

在回答有关伊朗威胁称如美国
航母在霍尔木兹海峡徘徊， 将动用
海军力量进行回击的提问时， 洪磊
说： “我们希望海湾地区保持和平
稳定。”

我外交部发言人就相关问题阐明中方立场

中方一贯维护在华印度公民合法权益

中伊正常经贸往来不应受影响

据新华社美国得梅因1月3日电
美国中西部艾奥瓦州共和党人3日
晚聚集到州内大约1700个投票点 ，
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首场预选。

参加这场预选的一共有7名主
要竞选人。 除了基本放弃艾奥瓦州

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 ， 其余6
人当天全在艾奥瓦州。

据新华社美国得梅因1月4日电
美国艾奥瓦州共和党主席马特·斯
特朗4日凌晨宣布 ， 马萨诸塞州前
州长米特·罗姆尼3日晚以8票的微

弱优势击败宾夕法尼亚州前参议员
里克·桑托勒姆 ， 赢得美国共和党
在艾奥瓦州举行的首场总统选举党
内预选。

斯特朗说， 统计结果显示罗姆
尼得票数为30015张 ， 桑托勒姆为

30007张， 相差仅8票， 且得票率都
在25%左右。

罗姆尼赢得美共和党首场预选

美将继续派航母到波斯湾
伊朗海军称将扩大下次军演规模

拒绝伊朗发出的警告

据新华社安曼1月3日电 （记者
苏小坡） 约旦外交大臣朱达3日宣布，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以色列、 中
东问题有关四方 （联合国、 美国、 欧
盟、 俄罗斯） 和约旦当天就重启中东
和平进程举行了会谈， 决定未来一段

时间内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一系列会
议， 磋商重启已经停滞一年多的中东
和平进程。

朱达表示， 未来一段时间内， 巴
以双方将在安曼举行一系列会议， 讨
论重启中东和平进程。

巴以将磋商重启中东和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