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1 日，人们在乌克兰基辅州伊尔平通过人道主义通道撤离。
乌克兰副总理伊琳娜·韦列修克 12 日表示，乌方将继续在扎波罗热、马里乌波

尔、基辅州、苏梅等地开通人道主义通道，11 日乌方共疏散了 7144 人。
新华社发（迭戈·埃雷拉 摄）

人道主义通道继续开通

在俄乌冲突斡旋中

以色列否认
“拉偏架”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刘
秀玲）就媒体关于以色列曾建

议乌克兰在谈判中接受俄罗斯

要求的报道，以色列和乌克兰官

员12日均予以否认。

以色列瓦拉新闻网站、《耶

路撒冷邮报》和美国Axios 新闻

网站先前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

的乌克兰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以

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曾敦

促乌方向俄方“屈服”。

针对上述报道，乌谈判代

表、乌总统办公室顾问米哈伊

洛·波多利亚克12日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说，以色列“没有建议乌

克兰接受俄罗斯联邦的任何要

求……这从军事和政治上都是

不可能的。”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色列

高 级 官 员 斥 责 报 道“ 子 虚 乌

有”。他说：“贝内特总理从来没

有建议泽连斯基总统接受普京

的提议。因为以色列没有（从俄
方）收到那样的提议。”

泽连斯基曾请求贝内特斡旋

乌俄冲突，认为以色列与乌克兰

和俄罗斯都保持良好关系。以

色列有数十万来自俄罗斯和乌

克兰的移民，俄罗斯和乌克兰也

生活着不少犹太人。

贝内特5日到访俄罗斯首都

莫斯科与普京面谈大约 3 小时，

随后与泽连斯基通电话，6 日又

再度与普京通话。

这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

“贝内特从来没有告诉泽连斯基

应该怎么做，他也没有这种打

算。”

编辑：周秀 校对：邢扬文国际新闻6 2022年 3月 14日 星期一

·关注乌克兰局势·

新华社北京 3月 13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法国总
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12日
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
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再次就俄乌
冲突进行斡旋。泽连斯基 12 日
表示，从 2 月 24 日至今，乌方有
约1300名士兵阵亡。

——据俄总统网站消息，普
京 12 日在通话中向马克龙和朔
尔茨详细介绍了近日俄乌代表
举行系列视频谈判情况以及特
别军事行动区域内实际人道主
义情况，列举了乌方严重违反国
际人道主义法的事实，如在居民
区、医院、学校、幼儿园附近部署
重型武器等。俄法德三方同意

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保持联系。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

12 日对法国媒体表示，马克龙、
朔尔茨当天与普京进行了“坦诚
而艰难”的电话沟通，法国和德
国要求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马
里乌波尔的围攻。法国总统府
还说，普京没有表现出停火意
愿，因此法国决定将对俄罗斯采
取新的制裁措施。

——德国联邦政府 12 日发
表声明说，朔尔茨和马克龙当天
在同普京通话时敦促俄方尽快
实现停火，并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问题。声明还说，朔尔茨当天还
同泽连斯基通话，以了解其对当
前形势的评判。双方同意保持

沟通。
——泽连斯基 12 日在社交

媒体上说，他与朔尔茨和马克龙
讨论了乌俄谈判前景等问题，并
请求朔尔茨和马克龙帮助确保
扎波罗热州梅利托波尔市市长
获释。泽连斯基称，俄方11日抓
捕了这名市长。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
道，泽连斯基 12 日表示，近日俄
方放缓了攻势。关于乌俄谈判，
俄方开始与乌方讨论一些议程
的细节问题，而不是抛出“最后
通牒”，他对俄方发出的这些信
号感到“满意”。

——乌方谈判代表团成员、
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

1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与俄罗斯
代表团的谈判正在以视频形式
进行，乌方成立了特别工作组，
乌方的谈判立场是根据极其严
格的“事先指令”确定的。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
斯科夫12日表示，参加俄乌视频
谈判的俄罗斯代表团由俄总统
助理梅金斯基率领。梅金斯基
也是此前俄乌线下谈判的俄方
代表团团长。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12日发表声明说，乌克兰扎波罗
热核电站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继
续由乌方人员管理运营，俄方专
家提供咨询。目前正在恢复切尔
诺贝利核电站的电力供应和扎波

罗热核电站的实物保护系统。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 12

日称，乌克兰军方在亚速海向一
艘俄罗斯民用货船开火。该船
从希腊港口出发，前往俄罗斯塔
甘罗格。目前该部门已对此事
进行刑事立案调查。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
科夫12日表示，自俄方开展特别
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已摧毁乌方
3593处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击毁
61 架 直 升 机 、126 架 无 人 机 、
1159 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118
台多管火箭炮、436 门野战火炮
和迫击炮、973 辆军用特种车
辆。（参与记者：华迪、唐霁、李
东旭、李超）

法德领导人再次斡旋
泽连斯基说约1300名乌士兵阵亡

·关注国际疫情·
韩国日增新冠确诊
连续两天超35万例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13 日通报，韩国 12 日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50190 例，连续两天超过 35万
例。韩国12日报告的累计确诊病例达到600万例，
在短短3天内就增加了100万例。

韩国11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刷新最高纪录，达到
383664 例。由于周末检测人数减少，12 日新增病
例数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35万例。

受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蔓延影响，韩国
本轮疫情飞速传播。9日报告的日增确诊病例数首
次超过 30万例，距离日增病例突破 20万例仅隔一
周。

据韩联社报道，截至3月 6日的一周内，韩国每
百万人新增确诊 29678 例，在美国、英国、日本、新
西兰等9个近期疫情蔓延或刚过疫情高峰的国家中
数值最高。

韩国卫生部门11日预测，本轮疫情可能在今后
数周达到高峰，届时 7天内日均新增病例数可能达
到37万例。

新增病例激增同时推高病亡人数和重症患者人
数。韩国13日报告新增251例死亡病例；重症人数
增至1074人，连续6天超过1000人。

韩国居家疗养的新冠感染者 13日刷新最高纪
录，为157万人，比前一天增加了逾13万人。

韩联社援引卫生部门数据报道，截至 13 日凌
晨，韩国5200万人口中，3210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加强针。 （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候任总统着手交接
两名前对手一喜一忧

韩国候任总统尹锡悦 13日公布总统职务交接
委员会部分成员名单，迈出接管政权的第一步。两
名与他竞争总统职位的前对手中，最终与其联手的
安哲秀获得重用，被任命为交接委主席；劲敌李在
明则岌岌可危，恐怕面临涉腐调查。

在 9日举行的韩国总统选举中，来自最大在野
党国民力量党的尹锡悦以微弱优势击败执政党共
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当选新一任总统。支持率
排名第三的国民之党总统候选人安哲秀在选举前
最后一刻弃选，与尹锡悦合作。

尹锡悦13日在首尔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交接
委部分成员名单，任命安哲秀为交接委主席。按韩
国媒体说法，这一职务相当有分量，因为交接委主
要成员通常会在新政府担任国务总理、副总理、部
级长官等要职。

尹锡悦告诉媒体记者，他与安哲秀有共同的施
政理念。安哲秀提出担任交接委主席一职意愿
后，获尹锡悦点头。

此外，国民力量党议员权宁世被任命为交接委
副主席，前济州道知事元喜龙担任交接委下属企
划委员会主席。元喜龙曾参与本届总统选举角
逐，在国民力量党党内选举中败北后转而支持尹
锡悦。

当媒体记者问及是否会任命独立检察官调查
李在明所涉贪腐案时，尹锡悦表示将采取一切必
要举措展开彻查：“所有人都在关注这起案件，因
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举措，查明贪腐案真
相。”

这起贪腐案涉及京畿道城南市 2015 年一个地
产开发项目，李在明当时担任城南市长。检方和警
方怀疑，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投资公司可能通过贿赂
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等有影响力的人物拿下这个
项目，进而获得相当于投资额千倍的巨额利润。

竞选期间，尹锡悦和在野党阵营称李在明是这
起案件幕后“主谋”，要求展开独立调查。李在明
否认这一说法，转而指认尹锡悦牵涉其中。李在
明所在的共同民主党方面称，尹锡悦担任检察官
期间曾掩盖与这一项目有关的非法借贷案件。

尹锡悦组建交接委之际，总统府青瓦台方面表
示将配合总统职务交接工作。青瓦台官员13日说，
总统文在寅可能在一周内与尹锡悦会面。

尹锡悦当选总统后，文在寅 10日与他通话，但
尚未见面。青瓦台官员说，按以往惯例，大多数即
将卸任的总统都会在选举结束后 10天内与继任者
会面，文在寅计划遵照这一惯例。

（新华社专特稿 张旌）

新华社北京 3月 13日电（郜
婕）美国和欧洲联盟11日增加对
俄罗斯经济制裁措施。美国总
统约瑟夫·拜登宣称新一轮制裁
将对俄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业
界人士则警告，普通消费者将为
制裁带来的产品价格上涨埋单。

根据拜登 11 日签署的行政
令，美国对俄罗斯新一轮经济制
裁措施包括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
惠国待遇，禁止从俄进口海产品、
伏特加、钻石等产品，禁止向俄出
口高级手表、服装等奢侈品，把美
国对俄罗斯禁止投资领域扩展到
能源产业以外等。美国财政部当

天晚些时候宣布，扩大对与俄罗
斯相关个人制裁范围，新增10名
俄罗斯外贸银行董事会成员、12
名俄罗斯议会下院议员，以及俄
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
夫家庭成员。

欧洲联盟和七国集团成员国
也在同一天宣布对俄实施新的
经济制裁措施。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说，欧盟将禁止从俄罗
斯进口钢铁产品，试图中止俄罗
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等全球主要多边金融机构享
有成员权利，并严厉打击俄罗斯

使用加密资产。
七国集团领导人在一份声明

中说，七国集团成员将各自寻求
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据路透社报道，这是俄罗斯
2 月 24 日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
事行动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
罗斯实施的第四轮制裁。

按照拜登的说法，新一轮制
裁将再次“沉重打击”俄罗斯经
济。

不过，对俄制裁反过来也对
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产生不利
影响。

取消俄罗斯贸易最惠国待遇

将使西方国家得以对俄产品大幅
加征关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心成员威廉·赖因施说，美
俄直接贸易量有限，对俄产品加
征关税可能对俄影响有限，却导
致依赖俄原材料的美国生产商面
临成本上涨。

赖因施说，这一制裁举措对
贸易系统的损害可能不会立即
显现，但影响深远。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美国
一些俄式餐厅店主和酒类进口
商的话说，俄罗斯伏特加比其他
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品质高、价
格低，拜登政府禁止进口俄罗斯

伏特加将导致美国消费者花更
多的钱、喝更差的酒。

法新社评论，美国消费者眼
下面临40年来最高通货膨胀率，
而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已经导致
汽油、小麦等关键商品价格大幅
上涨，进一步损害消费者利益。

美国网约车企业优步公司
11日宣布，由于汽油价格大幅上
涨，该公司将从16日起向消费者
加收燃油费。

拜登8日宣布停止从俄罗斯
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时就坦
言，制裁可伤及俄罗斯，但“美国
一样要付出代价”。

美欧对俄制裁加码 消费者将“埋单”

美国驻伊拉克领馆所在区域遭导弹袭击
郜婕

伊拉克官员 13 日说，美国驻
伊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 区）领
事馆所在区域当天遭多枚导弹袭
击。美国官员说，导弹发射自邻
国伊朗。

路透社以库区内政部为消息
源报道，坐落于库区首府埃尔比
勒的美国领馆所在区域当天凌晨
1 时左右遭遇大约 12 枚导弹袭

击，领馆新建成的大楼和周边居
民区是袭击目标。袭击造成一名
平民受伤，一些建筑损坏。

起初有伊拉克官员说，美国
领馆建筑被数枚导弹击中。但美
联社以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
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政府设施没
有遭到破坏，没有迹象表明这次
袭击的目标是美国领馆。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说，没有美国公民在
袭击中受伤。

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
一名驻伊拉克记者的话报道，这
次袭击目标是以色列设在埃尔比
勒的“秘密基地”。

位于美国领馆附近的电视台
“库尔德斯坦 24”在袭击发生后
开始电视直播。直播画面中，电

视台演播室地面上散落着玻璃和
建筑碎片。

当地居民发布在网上的视频
显示，现场发生多次爆炸。

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认领”
这次袭击。美联社援引美方官员
的话说，导弹发射自伊朗，伊拉
克中央政府和库区政府正在调查
此次袭击。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及其盟
友与伊朗或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
经常在伊拉克和邻国叙利亚向对
方发起袭击。几天前，以色列向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目标发
动导弹袭击，导致两名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外交
部 9 日 谴 责 那 次 袭 击 并 誓 言 报
复。

驻扎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
近的美军此前多次遭火箭弹和无
人机袭击。美方官员通常指认伊
朗支持的武装组织为袭击者。

（新华社专特稿）

法国拟为80岁以上人群
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加强针

法国总理让·卡斯泰12日说，法国政府将为80
岁以上人群提供第四剂新冠疫苗、即第二剂加强
针。

卡斯泰接受《巴黎人报》专访时说，80 岁及以
上、已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加强针超过 3 个月的
人，可以接种第二剂加强针。

法国新冠确诊病例今年年初创新高，之后逐渐
回落，近日轻微回升。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法国
目前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200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
接近14万例。

据德新社报道，法国人口大约 58%已接种第一
剂新冠疫苗加强针。

法国政府 1月开始实施“疫苗通行证”措施，要
求进入电影院、餐馆等公共场所者必须出示已接种
第一剂新冠疫苗加强针的证明。政府先前宣布，本
月 14 日开始放松这一限制措施，除了医院和养老
院，其他场所不再要求出示“疫苗通行证”。

此外，14日起，法国政府不再要求人们在工作
场所和学校戴口罩，只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
戴口罩。

卡斯泰说，尽管法国新冠病例近日略有回升，
但鉴于医院压力不大，政府打算按原计划放宽防疫
限制措施。不过，他建议人们继续戴口罩。

法新社分析，法国定于4月举行总统选举，现任
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为求连任，可能试图凸显
其政府应对疫情得当。 （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