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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8 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宣布退出由美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与伊朗签署的伊

朗核问题《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以

下简称伊朗核协议），并在过渡期后，

重新实施美国取消的与伊朗核问题有

关的制裁措施。尽管美国的退出未必

意味着国际法意义上的伊朗核协议自

然终结，但特朗普总统随即发布了一

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NSPM）》，

指示财政部和其他部门采取必要行动

落实其决定。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导

意见，美国财政部将能源和能源出口

相关的船运、港口和银行业过渡期设

为 180 天，其他行业则为 90 天，全

面制裁将在过渡期结束后立即恢复。 

伊朗核协议作为奥巴马政府的政

治遗产，在竞选总统期间就曾遭受特

朗普抨击，被其认为是“最糟糕的协

议”，并扬言要“解除与伊朗的灾难

性交易”。在特朗普当选后，他本人

并没有轻言退出核协议。

依据美国国会在 2015 年伊朗核

协议达成前通过的《伊朗核协议审查

法》，总统必须每隔 90 天向国会“认

可”伊朗履行了协议承诺，以确保协

议的延续。特朗普总统曾于 2017 年 4

月和 7 月连续两次“认可”伊朗履行

了协议承诺。而在 10 月 13 日，他正

式宣布“不能也不会做出认可”，并“责

成行政部门与国会合作处理协议的众

多漏洞，包括对弹道导弹缺乏限制等

内容”。2018 年 1 月，特朗普最后一

次延长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制裁豁免

期，并将 5 月 12 日定为修改伊朗核

协议的最后期限。但在 5 月 8 日，即

最后期限三天前，特朗普就迫不及待

地对外界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的

决定。特朗普政府此次单方面退出伊

朗核协议，不仅再次体现了其将商业

关系与国际关系密切关联的交易型外

交风格，也进一步表明美国对伊朗政

策的战略调整和转向，势必对中东局

势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退群”

与伊朗核协议的存续

自伊朗核协议签署并生效以来，

尤其是特朗普总统执政后，围绕伊朗

核协议的执行和存续问题成为国际社

会关注的焦点。2017 年 10 月 13 日，

特朗普拒绝认可“伊朗履行了协议承

诺”，并表示如不纠正核协议中存在

的“严重缺陷”，美国政府将退出伊

朗核协议。伊朗对特朗普的威胁言论

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宣称一旦美

国撕毁协议，伊朗将马上重启核计划。

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核协议上的强硬立

场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反对。

一、伊朗核协议的签署及其法律

效力问题

自 1980 年美伊断交，美伊关系

一直处于敌对状态。1984年1月19日 ,

美国国务院将伊朗认定为“支持恐怖

主义的国家”, 随即对伊朗展开制裁。

长期以来，伊朗核问题一直是美国制

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动因
及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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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和打压伊朗的一把利器，并形成了

一整套制裁伊朗和遏制伊朗发展的法

律体系。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中东政

策发生重大战略调整，美国与伊朗的

关系开始缓和。2013 年 10 月，伊朗

迫于美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伊朗

法案》的实施，开始了与伊朗核问题

六国的谈判，提出了包括时间表在内

的解决核问题的新方案，希望美国和

欧洲国家取消对其经济制裁。经过两

年多共 14 轮谈判，2015 年 7 月，伊

朗核问题六国与伊朗签署了伊朗核问

题《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协议签署后，

国际社会对协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

协议的执行充满期待。因为伊朗不是

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发展核

能道路上出现问题的国家，该协议的

签署开辟了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核问

题的路径，成为防止核扩散、维护地

区和平的典范。该协议不仅是七国间

的多边协议，而且获得联合国安理会

2231 号决议的批准和通过，具有历史

性意义。 

然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多

边协议甚至安理会决议能否得到全面

有效的执行并无绝对的保障，尤其涉

及协议的主要当事方美国。依据美国

宪法规定，由参议院三分之二参议

员审议通过并批准加入的国际协议

才可称为“条约”（Treaty），条约具

有极强的约束力，且高于美国国内

法。而不需要获得参议院批准的国际

协议被称为“行政协议”（Executive 

Agreement），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忌

惮于美国国会内部共和党人的极力反

对，奥巴马政府在伊朗核协议签署后，

并没有将该协议递交国会，寻求国会

将协议作为条约通过。因而，从法律

角度看，伊朗核协议在美国不具备条

约的法律地位，对美国的约束力很有

限。美国国务院甚至认为，伊朗核协

议连“行政协议”也算不上，只是“政

治承诺”。无论是“行政协议”还是“政

治承诺”，若是行政领袖更替，协议

就可能被废止。继任总统废止前任达

成的“行政协议”的情况在美国历史

上并不鲜见。[1]

尽管伊朗核协议具有一定的国际

法属性，但对美国而言，伊朗核协议

并未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仍从

属于美国国内法，且未得到美国国内

法的保护，在法律效力方面存在先天

不足。因此，伊朗核协议的命运从一

开始就与美国行政当局对伊朗的态度

和美国对伊外交政策相联系。奥巴马

政府时期，伊朗核协议得以签署并执

行，特朗普政府则可以不予认可。

二、美国“退群”及伊朗核协议

的存续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美国退出

并不意味着伊朗核协议的自然终结，

况且美国也仅代表签署国一方的意

见，而其他签署国具有维系伊朗核协

议的自由选择。然而，由于美国相较

于其他签署国在经济影响力和对世界

金融体系的操控能力方面具有绝对优

2018年5月8日，美

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美 国 将 退 出 伊 核 协

议，并重启因伊核协

议而豁免的对伊朗制

裁。图为当日在美国

华盛顿，美国总统特

朗普回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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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因此欧盟三国围绕伊朗核协议的

存续，积极奔走和游说，并与特朗普

政府就欧洲企业的豁免权进行了多次

磋商，希望美国能够留在协议内。

自 2017 年 9 月以来，英、法、

德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就开始与特朗普

专门讨论伊朗核协议问题。[2] 2017 年

10 月 13 日 , 特朗普提出“不认可”

伊朗履行核协议后，英、法、德三国

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继续支持核协议，

称“维护核协议是我们共同的国家安

全利益”。2017 年 11 月 1 日，俄罗

斯总统普京访问伊朗时表示，核协议

是一份积极的协议，有助于国际和平

与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唯一有权

确认伊朗是否遵守核协议的机构。中

国也表示，伊朗核协议是经过联合国

安理会正式确认的国际协议，继续维

护和执行协议是各当事方的责任，也

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愿望。[3] 2018 年 5

月 24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了美

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后的第一份伊

朗核问题报告，认定伊朗仍在与国际

原子能机构合作，继续履行伊朗核问

题《联合全面行动计划》。25 日，除

美国以外的伊朗核协议的签署方代表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议，这是

伊朗、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

德国代表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首

次举行会议，磋商如何保持协议生效，

避免外国企业受美国制裁波及等应对

措施。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从这一

刻起，伊朗核协议成为一项伊朗与其

他五方的协议。但他同时表示，在未

来磋商中，如果协议规定的伊朗利益

不能得到维护，伊朗原子能组织将重

启“工业规模”的铀浓缩活动。

目前来看，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中、英、法、

俄、德和伊朗都表示将继续留在协议

内，并将针对美国的单边制裁，寻求

维系伊朗核协议的路径和方法。20 世

纪 90 年代，美国通过《赫尔姆斯—

伯顿法案》制裁古巴时，欧洲就曾拒

绝接受美国的控制，维系了欧洲与古

巴的经济关系。因此，伊朗核协议的

存续主要取决于欧洲对美国和伊朗的

立场。

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的

动因

长期以来，伊朗核问题是影响中

东局势的核心问题之一。对特朗普政

府来说 , 延续奥巴马中东政策，以最

低代价维系其对中东局势的主导权 ,

是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最优选项。

但美国罔顾伊朗核协议签署国以及联

合国、欧盟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

组织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其背后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以退促变，回归到协议

签署之前的对伊政策轨道。特朗普总

统退出伊朗核协议基于三方面的理

由：一是对伊朗铀浓缩的限制期过短；

二是没有限制弹道导弹的研制；三是

没有全面限制伊朗的国家能力。如果

说核协议的签署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希

望在中东实施相对平衡的战略，那么

特朗普政府的“退群”则表明美国对

伊政策出现了调整和转向，重新回到

了全面遏制伊朗的框架。

其次，照顾传统盟友以色列的利

益关切以制衡伊朗。特朗普执政后，

毫不掩饰“亲以”的立场，以色列在

美国中东政策中的优先地位明显上

升。2018 年 5 月 14 日，美国将其驻

以色列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引发了巴

以之间新的大规模冲突。以色列将伊

朗发展导弹和核能视为重大国家安全

威胁。在伊朗核谈判期间，以色列曾

多次扬言要使用武力打击和摧毁伊朗

的核设施，对伊朗核协议的达成更是

难以接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传

统盟友，可以说，以色列是美国退出

伊朗核协议的最大受益者。

再次，特朗普总统试图构建中东

“小北约”以遏制伊朗的崛起。沙特

与伊朗之间存在历史与教派等方面的

长期矛盾，使得双边关系一直比较紧

张。近年来，随着伊朗影响力的扩大，

特别是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政府、

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真主党、

也门胡赛武装等一系列什叶派力量的

增强，使拥有大量逊尼派人口的沙特

感受到安全威胁。特朗普总统积极与

以色列、沙特、埃及和约旦等盟友磋

商，希望能在中东建立起对抗伊朗的

“小北约”。2017 年 5 月，特朗普总统

把执政以来的首次出访选在沙特，与

沙特签下超千亿美元的军售大单。后

来，特朗普政府还撮合沙特与伊拉克

缓和关系，同时沙特和海湾国家也向

以色列释放出改善关系的迹象，无非

也是出于遏制伊朗的目的。

最后，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

与国会对伊朗的态度及其本人的利益

有关。美国国会长期拥有一批亲以色

列、反伊朗的议员。美国宪法中的三

权分立制度不会因国家总统签署了伊

朗核协议，国会就会取消之前所有的

对伊制裁法案。并且，本届美国国会

（第 115 届）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占

据多数，且多是传统的建制派共和党。

2017 年 7 月 25 日和 27 日，美国国会

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制裁俄

罗斯、朝鲜和伊朗的议案；2017 年 8

月 2 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了《通过制

裁打击美国敌人法案》，使得制裁伊

朗的议案成为法案。依据该法案，美

国财政部发布了《全球恐怖主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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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

的经济实体和官员、代理商或分支机

构实施制裁。尽管共和党在参众两院

占据多数席位，但没有达到三分之二

的绝对多数。特朗普总统不是传统的

保守派，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也不与他

合作，而民主党正在全力以赴地攻击

特朗普政府，计划在 2018 年 11 月的

中期选举中接管参众两院，并弹劾特

朗普总统。在此形势下，特朗普的退

出迎合了国会共和党建制派长期以来

一贯遏制伊朗的政策主张，为赢得中

期选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

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几乎招

致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因为一旦核

协议破裂或美伊关系恶化，美国庞大

的制裁伊朗的系列法案可以重新发挥

巨大效力，这将进一步影响伊朗的国

家利益，也给本已战乱频发的中东局

势带来一系列重大影响。

一、启动新版伊朗核协议的谈判

恐难成现实

特朗普总统曾在退出伊朗核协议

后宣布，美国将与盟友共同合作，寻

找真正的、全面的和持久的解决方案

以消除伊朗带来的威胁。[4] 而特朗普

政府所声称的解决方案或是特朗普

版的伊朗核协议，协议内容除将包括

与核相关的内容外，还会涉及伊朗人

权状况、恐怖主义，阻止伊朗的弹道

导弹计划，阻止伊朗在中东干涉从叙

利亚到也门的冲突，禁止伊朗对真主

党等组织的资助等，以达到全面遏制

伊朗发展核武器能力的效果。但伊朗

外长扎里夫明确表示，伊朗将在伊朗

核协议的基础上同其他各方谈判，不

接受某些签署国提出的“补充协议”。

所以，新版伊朗核协议在短时间内恐

难达成。

二、 伊朗国内保守力量上升或重

回与美对抗轨道

伊朗国内长期存在着强硬的保

守派和持有改革思想的温和派的斗

争。伊朗核协议的达成是以鲁哈尼

政府为代表的温和派的重要外交成

就，也是鲁哈尼总统能够在 2017 年

5 月取得连任的重要因素。协议实施

后，被长期抑制的伊朗石油经济得以

恢复，2016 年伊朗 GDP 增长率一度

达到 12.5%，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

领域共吸引超过 60 亿美元的境外直

接投资。[5] 然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

伊朗国内物价上涨，腐败和失业问题

严重，而政府新的财政紧缩计划削减

了对穷人的补贴，保护了宗教建制派

的利益，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不满情

绪。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将使伊

朗经济雪上加霜，这势必加剧伊朗社

会的动荡和保守势力的上升。近期，

鲁哈尼连任时最大的竞争对手、强硬

保守派代表伊布拉辛 · 莱希被任命为

马什哈德著名的伊玛目礼萨清真寺主

席，这被视为伊朗专家委员会和宪法

监护委员会等保守力量上升的重要标

志。长期持反对美国立场的强硬派重

回伊朗政治舞台中心，将会加强对经

济和国家外交政策议程的控制，或将

放弃温和派推行的经济自由化和社会

改革，并重回与美国对抗的外交政策

轨道。

三、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使中东

局势更趋恶化

特朗普政府全面遏制伊朗的政策

鼓励以色列、沙特等国与伊朗直接对

抗。在特朗普宣布退出核协议之前，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媒体出示

由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从伊朗获取

的核武器计划文件，以佐证伊朗具有

发展核武器的计划。未来，沙以两国

对伊政策可能会更加激进与冒险，与

伊朗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增大。此

前，伊朗对以色列一再打击其在叙利

亚军事目标的行动采取谨慎回应态

度。但在特朗普宣布退出核协议的第

二天，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在戈兰高地

的军事设施进行了导弹袭击，作为对

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和以色列轰炸其

叙利亚军事基地的报复。可以预料，

伊朗与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国在叙

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问题

上的博弈将更加激烈，并给地区局势

以及相关热点问题带来消极影响。

总之，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关系中

采取将商业和外交事务进行“关联”

的“特朗普式”外交手法。在美国宣

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后，欧洲对于特朗

普政府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的

抵制程度也超乎特朗普的意料，这也

表现出美欧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意见分

歧。特朗普政府应该认识到，要想最

终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谈判和妥协

是必不可少的选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

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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