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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朝中社15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
员会、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国防委员会、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14日决定，向
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授予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大元帅称号。

决定说，金正日加强和发展金日成大元
帅创建和胜利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光荣地维
护了社会主义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为世界和
平与稳定作出了不朽贡献。金正日以战无不
胜的“先军”革命领导把朝鲜转变成为军事
强国，为祖国和革命建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

伟绩。
另据报道， 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

鲜国防委员会15日宣布向人民军总政治局
第一副局长金正阁授予次帅称号。朝鲜人民
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当天发布命令，向党中
央书记朴道春、人民军上将金英哲授予大将
军事称号，向党中央部长朱奎昌、国防委员
会委员白世峰、劳动党中央委员金松哲授予
上将军事称号，向人民军东海舰队司令金明
植等18人授予中将军事称号。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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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开始报复了？
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

肯” 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
群14日向伊朗示威， 穿过霍尔木兹
海峡，驶入阿拉伯海。而此前，欧盟通过决议要制
裁伊朗。

面对压力，伊朗强力反弹：据伊朗学生通讯
社报道，伊朗15日晚些时候将向德黑兰研究用反
应堆装载国产核燃料棒。同一天，作为对欧盟向
伊朗石油出口和央行施加制裁的回应，伊朗决定
停止向6个欧盟国家出口石油。

装载首批国产核燃料棒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15日晚些时候将

向德黑兰研究用反应堆装载首批国产核燃料棒。
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援引伊朗最高国家安

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前一天的话说，这批核燃
料棒由伊朗科学家自行研制，将于15日晚些时候
装入德黑兰核反应堆。内贾德将出席加载仪式。

巴盖里说，由于西方国家不愿向伊朗提供帮
助， 伊朗才开始自行生产纯度为20%的浓缩铀，
以生产核燃料棒。他说，福尔多铀浓缩厂已经投
入运行。

内贾德11日上午在出席伊朗伊斯兰革命胜
利33周年纪念仪式时说，伊朗将在随后数天内宣
布新的“重大”核进展。伊朗媒体评论说，向德黑
兰核反应堆装载国产核燃料棒意味着伊朗核计
划迈进一大步。

法新社指出，伊朗此前曾表示，浓度为20%
的浓缩铀对其研究性反应堆生产用于治疗癌症
的同位素是必要的。不过，西方国家和以色列担
心，“高浓度浓缩铀是伊朗试图制造核武器计划
的一部分”。

停止向欧盟6国出口石油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5日报道，作为对欧盟向

伊朗石油出口和央行施加制裁的回应，伊朗决定
停止向6个欧盟国家出口石油。

报道说，这6个国家分别是法国、意大利、荷
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当天早些时候，伊朗
外交部召见上述6国驻伊朗大使， 就欧盟上月对
伊朗实施的新制裁举行会谈。

伊朗目前原油日出口量约260万桶。 欧盟从
伊朗日进口原油总量约50万桶，其中希腊、意大
利和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中进口伊朗石油最多
的国家。 ■据新华社

朝鲜追授金正日为共和国大元帅

金正恩提拔23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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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
伊朗开始核能源开发，并先
后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一
个核电站、6个核研究中心
和5个铀处理设施。

1980年
美伊断交，美
国多次指责
伊朗秘密发
展核武器。

2003年初
宣布提炼出核
电站燃料铀。

2004年9月21日
宣布开始将37吨铀
矿料中的一部分用
于铀转化。

2006年1月10日
恢复中止了两年多的核燃料研究。4月11
日，宣布已成功生产出纯度3.5％的低纯度
浓缩铀。

2007年4月9日
伊朗总统内贾德宣布， 伊朗已经加入能进
行工业规模核燃料生产国家的行列。

2010年4月
内贾德向外界展示了伊朗自主研制的第三
代离心机。 宣布伊朗将在纳坦兹铀浓缩工
厂安装6万台第三代离心机，每年为6座核
电厂提供燃料。

2011年7月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 伊朗正在安装更先
进的新型离心机，以加快铀浓缩进程。

2012年 2月15日
内贾德宣布， 伊朗已生产出新一代用于提
纯浓缩铀的国产离心机。 有报道说， 新一
代国产离心机旋转速度更快， 提纯浓缩铀
的效率也更高。

俄方称伊朗问题将有“决定”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尼古拉·马
卡罗夫14日说， 西方国家或在今年夏季就
伊朗核问题做出“决定”。

俄新社援引这名军方高官的话报道：
“伊朗当然是个痛处， 近期必须作出决定，
可能在今夏前夕。” 马卡罗夫没有说明，所
谓的“决定”是军事行动还是进一步经济制
裁。按他的说法，俄罗斯密切关注中东和北
非局势，包括伊朗和叙利亚。俄罗斯先前表
态，不会让叙利亚重蹈利比亚冲突覆辙。

声音

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
航空母舰战斗群14日结束海湾地区任务，
穿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入阿拉伯海。伊朗派
出舰只和飞机， 监视美军航程。“亚伯拉罕·林
肯”号上月22日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综合新华社

美航母再穿霍尔木兹海峡

示威

反应堆装载首批核燃料棒 停止向欧盟六国出口石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