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12 国际/公益广告
2022年4月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左文辉

本报社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问询电话：87688768、87682114 职业道德监督投诉电话：87654321 邮编：315042 电子信箱：nbdaily@163.com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299弄研发园C区 电话：87298700
广告部：87682193 发行投递服务电话：87688768（请根据语音提示拨分机键）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定价每月35元 零售每份1.50元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87685550 昨日本报开印0时36分 印毕4时40分

新华社莫斯科4月6日电
记者 耿鹏宇

乌克兰日前指控俄罗斯军队杀
害平民制造所谓“布恰事件”，这
在欧洲引发一场激烈的外交战。欧
洲十余国先后驱逐逾百名俄外交人
员；俄方称欧洲的不友好举动令局
势更加复杂，不久将做出回应。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布恰事件”
的事实尚未查清，美国与西方盟友就
对俄发动外交战并威胁在金融、能源
领域施加更多制裁，这将导致俄与西
方博弈进一步升级，并给正在进行的
俄乌谈判增添不确定性。

布恰疑云

乌克兰方面 4 月 3 日指责俄军
在乌首都基辅西北部布恰市杀害了
数百名平民，并发布了一系列据称
是在俄军撤离后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作为证据。照片和视频显示，路上
有一些尸体。

对于乌方指控，俄方明确否
认。俄国防部 4 月 3 日说，俄军于
3 月 30 日完全撤离布恰，而所谓的

“犯罪证据”在俄军撤离后第四天

才出现，当时乌安全局相关人员已
抵达该地。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5 日
说，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悲剧表
演”，旨在诽谤俄罗斯。俄方不接
受对俄军人的任何指责，支持对该
事件进行公正调查。

俄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纽
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展示
了一些证据，包括布恰市长阿纳托
利·费多鲁克 3 月 31 日发布的视频，
费多鲁克当时在视频中只字未提“俄
军杀害平民”。涅边贾还展示了乌克
兰国民警卫队4月2日在布恰拍摄的
视频，画面中的街头未见死者。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5日说，对
“布恰事件”的炒作是为了转移人们
对俄乌谈判进程的注意力。俄乌双方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谈判此前取
得积极进展。可以认为，乌方有关“布
恰事件”的挑衅行为是试图转移对谈
判进程的注意力并提出新的条件。

外交围堵

虽然“布恰事件”的真相尚未查
清，但西方国家已纷纷做出强烈反
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博雷利宣布将多名俄驻欧盟使团工
作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德国、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十余国
驱逐部分俄外交人员，立陶宛和拉
脱维亚还宣布与俄外交关系降级。

据俄罗斯媒体统计，自俄在乌
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已有超过
300 名俄外交人员被驱逐。

针对多国驱逐俄外交人员的决
定和行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
娃表示，俄方将做出回应，回应措
施不会让人久等。

俄罗斯政治分析和社会研究中
心主任帕维尔·丹尼林认为，此次
俄外交人员大规模遭驱逐，是西方
集体对抗俄罗斯的一个方面。西方
在各层面对俄发动战争，包括信息
战、经济战等，现在是外交战。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
关系研究所欧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员弗拉基米尔·奥连琴科认为，外交
人员人数减少，将使俄罗斯同西方各
国进行互动接触、获得客观信息、发
展双边关系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追加制裁

西方国家不仅大规模驱逐俄外

交官，还在酝酿新一轮对俄制裁。
欧 盟 委 员 会 主 席 冯 德 莱 恩 5

日公布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包
括禁止从俄进口煤炭、禁止俄船
只进入欧盟国家港口等措施。欧
盟还在研究针对自俄进口石油的
新制裁。

美国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表
示，美国政府准备禁止在俄罗斯进
行“所有新投资”，并加强对俄银
行和国有企业的制裁。

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
国近日也对“布恰事件”表示震
惊，称将研究对俄实施新的制裁。

对于西方国家的上述一系列举
动，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项目主
任伊万·季莫费耶夫认为，“布恰
事件”将成为新一轮反俄行动的动
力，这实际上降低了未来在安全问
题上达成任何协议的可能性。他
说，降低外交关系级别的进程已经
启动，未来针对俄方在金融和交通
领域的制裁可能会扩大，俄罗斯与
北约国家的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
在当前形势下，各方都已做好相互
施压到底的准备，实现任何妥协都
变得极其困难，这将进一步影响俄
乌和谈进程。

外交战加新制裁

“布恰事件”令俄西博弈再升级

新华社日内瓦4月6日电 世
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 《世界卫生组
织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
报告》，明确肯定了中医药救治新
冠肺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鼓励世
卫组织会员国在其卫生保健系统和
监管框架内考虑使用中医药治疗新
冠的可能性。

世卫组织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
专家评估会于2月28日至3月2日以
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来自世卫组织 6
个地区办事处的 21名国际专家围绕
临床实践、科学研究和循证评价等方
面展开研讨，对中方专家分享的关于
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相关报告进行了

交流和评估，并形成专家评估会报告。
报告指出，研究结果表明中医

药能有效治疗新冠，且根据临床疗
效判定指标显示对轻型和普通型病
例尤其有效，有利于降低轻型或普
通型病例转为重症的风险。对于轻
型与普通型病例，与单纯的常规治
疗相比，中医药在作为附加干预措
施时，可缩短病毒清除时间、临床
症状缓解时间和住院时间。在进行
常规治疗的同时，使用中医药方法
进行干预，不仅耐受性良好，其安
全性与单纯的常规治疗亦相仿；尽
早使用中医药可改善轻型和普通型
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预后。

世卫组织：中医药对治疗新冠有效

新华社华盛顿4月5日电 美
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5 日发布的报告
显示，2021 年，美国对华货物贸
易出口额达 1492 亿美元，创历史
最高水平，较 2020 年增长 21%。

报告显示，去年美国50个州均对
华出口，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油籽、谷
物、猪肉和其他农产品，以及石油和天
然气、半导体、医药产品等。中国继续
保持美国第三大货物出口市场地位。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
格·艾伦在当天的一场线上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美中两国去年贸易往
来非常强劲，对华出口有助于美国
各行各业保持盈利、维持竞争力。
此外，对华贸易还为美国创造了大
量就业机会。

数据显示，2020 年，在美国
经济遭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之际，
对华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支持了超
过 85.8 万个美国工作岗位。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创建于
1973 年，拥有 200 多家在中国经商
的美国会员企业。

报告显示

2021年美国对华货物
出口额创纪录

新华社科伦坡4月6日电（记
者车宏亮 唐璐） 斯里兰卡总统戈
塔巴雅·拉贾帕克萨 5 日晚宣布，
自当天午夜起取消公共紧急状态。

斯里兰卡目前面临外汇匮乏、
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等
问题，并引发抗议活动。戈塔巴雅
1 日晚宣布实施公共紧急状态。

在内阁 20 多名部长 3 日晚集体
辞职后，戈塔巴雅呼吁议会各政党

加入内阁共同应对危机，未得到积
极响应。

目前除戈塔巴雅、总理马欣
达·拉贾帕克萨外，内阁还包括 4
日新就职的外交部长、教育部长和
高速公路部长。同一天就职的财政
部长已于 5 日辞职。

与此同时，42名议员5日宣布退
出执政联盟，导致执政联盟在斯里兰
卡议会225个席位中已不占多数。

斯里兰卡宣布
取消公共紧急状态

新华社华盛顿4月5日电 美
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5 日宣布将合
作研发高超音速武器。

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
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天发表
联合声明说，三国将在高超音速和
反高超音速武器研发以及加强电子
战能力方面开展新的三边合作，同
时扩大信息共享并深化国防创新合
作。

声明还说，上述计划将使三国

于现有基础上“深化在网络能力、
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其他海底能
力方面的合作”。

2021 年 9 月，美国、英国、澳
大利亚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并开展核潜艇合作。此举招致多国
反对。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对该协议
将在地区引发“持续军备竞赛”深
表担忧。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
说，该协议可能成为“引发地区核
军备竞赛的催化剂”。

美英澳宣布
将合作研发高超音速武器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警方 6日说，一辆小汽车当天清晨撞向俄
罗斯驻罗大使馆大门，随后起火，驾驶员死亡。暂不清楚这是一起袭击还
是事故。这是撞向俄罗斯驻罗大使馆大门的小汽车。（新华社/罗通社）

俄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遭汽车撞击俄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遭汽车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