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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记者 赵嫣 孙萍 陈俊锋

刻赤海峡冲突至今，俄罗斯和
乌克兰关系持续紧张。乌克兰总统
波罗申科 10日正式签署法案，乌克
兰在乌俄友好条约明年到期后将不
再续签。俄方对此表示遗憾。

分析人士指出，乌方在俄乌刻
赤海峡冲突之后走完“退约”程序，将
进一步激化与俄罗斯的矛盾，并将影
响两国的经济合作与人员往来。

【新闻事实】

乌克兰总统新闻局 10 日发布
消息说，乌总统波罗申科当天签署
了关于乌方决定不再延长乌俄友
好、合作和伙伴关系条约（乌俄友好
条约）的法律文件。据此，乌俄友好
条约将于2019年4月1日到期失效。

波罗申科于 3日向乌最高拉达
（议会）递交这份法律草案，最高拉
达6日高票通过并予以批准。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0日表示，俄方对乌克兰不再延长
两国友好条约的决定表示遗憾。

佩斯科夫说，俄乌两国人民情
同手足。俄方对乌当局作出这样轻
率的决定表示遗憾。在俄方看来，乌
当局的决定不尊重乌克兰人民及其
利益。

克里姆林宫网站 10 日晚发表
声明说，俄总统普京当天应邀与德
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讨论刻赤海
峡局势等问题。双方均表示不愿看
到紧张局势升级，并希望当前问题
得到解决。

【深度分析】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奥列
格·涅缅斯基认为，波罗申科“退约”
之举也有为其明年 3月总统选举服
务的考量，目的是继续强化自己的

“反俄牌”，避免被竞争对手攻击。
涅缅斯基分析说，乌俄友好条

约具有政治象征意味，在 2014年乌
克兰危机后已名存实亡，乌克兰单
方面“退约”的政治影响有限，但对
两国经济合作及人员往来有明显负
面影响。俄乌不少民众在对方国家
有亲戚，“退约”意味着两国民众今
后在对方国家的受保护程度将下

降，企业将遭遇更多行政壁垒。
不过，分析人士也指出，俄乌

经贸关系在乌克兰危机后虽遭重
创 ，但 并 未 中 断 ，双 边 贸 易 额 自
2016 年起反弹，过去一年多来涨
幅加大，乌俄友好条约不能续签
并不意味着两国经贸合作停摆。

乌克兰议员叶甫盖尼·穆拉耶
夫近期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就表
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的最大邻国和
最大贸易伙伴国，对乌克兰来说，俄
罗斯商品在很多方面仍然不可替代。

据乌克兰海关总署发布的数
据，2018年前5个月，俄罗斯仍为乌
克兰最大贸易伙伴，且贸易额比去
年同期增长了28%。

俄罗斯国际法联合会主席阿纳
托利·卡普斯京认为，乌克兰可能废
止更多双边协议，两国企业间合作
将是“重灾区”。

【即时评论】

乌俄原本是兄弟国家，如今反
目成仇。4年多来，乌克兰经济严重
下滑，西方援助难及预期，俄罗斯经
济则因西方持续制裁受损，双方争

斗没有赢家。若政治继续裹挟经济，
不确定性的恶果最终还会继续“摊”
到民众身上。

地理相连，经贸和人员往来密
切，又怎能真正退出彼此的朋友圈？

【背景链接】

乌俄友好条约由乌俄两国于
1997年签订，并于1999年生效。条
约规定两国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两国承认
苏联时期划定的边界，一致同意通
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明确两
国关系具有战略性。

该条约有效期为10年，任何一
方如要更改或不再续签条约，须在
条约到期前6个月向另一方提交书
面文件，否则条约将自动延续 10
年。乌外交部已于今年9月底向俄外
交部递交了废止条约的相关文件。

2014年 3月以来，因克里米亚
入俄和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问题，
乌俄关系急剧恶化。据乌克兰外交
部统计，自 2014 年 3 月以来，乌俄
间签署的 451 项协议中已有 44项
被废止。

乌克兰“退约”乌俄矛盾激化

这是 12 月 10 日从美国航天局
获取的显示“旅行者 1号”及“旅
行者2号”位置的示意图。

美国航天局 10 日宣布，航行
了41年的“旅行者2号”探测器已
飞出日光层，开始探索星际空间，
它目前距离地球约 180亿公里。该
探测任务也成为美航天局运行最久
的太空探索任务。

（新华社/路透）

“旅行者2号”
飞出日光层
开始探索星际空间

据新华社巴黎 12月 10日电
（记者韩冰 应强） 法国总统马克
龙 10日晚在向法国民众发表电视
讲话时宣布了上调最低工资标
准、对加班期间所获薪酬免税等
一系列增加福利的措施，以平息
法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凝聚民心
走出危机。

马克龙说，法国如今处于经
济和社会紧急状态，最近数周在
法国本土和海外领地发生的事情

深深困扰法国，其中交织着合理
的诉求和不能容忍的暴力行为。
他承认，自己就任以来的一些言
论伤害了部分民众，但他深信会
找到一条道路共同走出危机。

马克龙还宣布了一系列增加
福利的措施，包括自 2019 年起上
调月最低工资标准 100欧元，对加
班期间所获得的薪酬将免予征税
等，此外他还要求有能力的企业为
员工发放一笔免予征税的年终奖。

马克龙宣布多项福利措施
以走出危机

据新华社华盛顿 12月 10日
电（记者刘晨 朱东阳） 美国财
政部 10 日宣布制裁 3 名朝鲜高级
官员，称他们管理的部门涉嫌存
在侵犯人权等行为。

美财政部在当天发布的声明
中说，被制裁的 3 名官员为朝鲜
劳动党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海、
朝鲜劳动党宣传鼓动部部长朴光

浩和朝鲜国家安全部部长郑景泽
（音）。

声 明 称 ， 被 制 裁 官 员 所 管
理 的 部 门 涉 嫌 存 在 侵 犯 人 权 、
进行由国家主导的审查活动等
行为。

根据美方相关规定，受制裁
者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
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美国财政部宣布
制裁3名朝鲜高官

新华社加拉加斯 12月 10日
电（记者徐烨 王瑛） 由俄罗斯
国防部派遣的 2 架图-160 战略轰
炸机 10日飞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
加斯。

委内瑞拉国防部长洛佩斯在
机场举行仪式，欢迎俄军机及
约 100 名俄罗斯军事技术人员抵
委。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公告说，
当日抵达委内瑞拉的还包括 1 架
安-124 大型军用运输机和 1 架俄
空天军使用的伊尔-62远程客机。

洛佩斯透露，这两架战略轰
炸机将在未来几天与委空军进行
联合飞行演习，以加强两国空军
的整体协作能力。

图-160轰炸机是苏联图波列
夫设计局研制的可变后掠翼超音
速远程战略轰炸机。俄目前正在
对图-160轰炸机进行现代化改造
升级。升级后的图-160M 战略轰
炸 机 一 次 加 油 续 航 里 程 可 达
12000 千米，可发射搭载核弹头
的远程巡航导弹，并可搭载多达
40吨各型弹药。

两架俄罗斯战略轰炸机
飞抵委内瑞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