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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加坡 6 月 12 日电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12 日
在 第 19 届 香 格 里 拉 对 话 会 上 就

“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议题作
大会发言。

魏凤和指出，人类社会正经历
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出路在于维
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国发展的前进步伐
不可阻挡，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坚定不移，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
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贡献。
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
国军队始终是和平之师，也必将坚
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亚太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

力的地区，各国应朝着构建亚太命
运共同体、实现亚太地区持久和平
和普遍安全的美好愿景迈进。

魏凤和就台湾问题表明严正立
场，他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祖国统一
是绝对要实现的，搞“台独”分裂
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外部势力干
涉是绝对不会得逞的。和平统一是
中国人民最大的愿望，我们愿付出
最大的努力，但如果有人胆敢把台
湾分裂出去，我们一定会不惜一
战、不惜代价，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军队的决心意志和强大能力。

魏凤和还就南海问题、中美关
系、乌克兰危机等阐述中方立场。

魏凤和在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作大会发言

就台湾问题表明严正立场

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12 日电
（记者杨帆 齐雷杰） 河北省廊坊
市公安局广阳分局 12 日通报，经
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陈
继志等 9 名犯罪嫌疑人已由廊坊市
公安局广阳分局执行逮捕。此前，
据河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发生在
唐山市路北区某烧烤店的寻衅滋
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由廊坊市
公安局广阳分局侦查办理。

10 日凌晨 2 时 40 分左右，唐
山市路北区一家烧烤店发生一起多
名男子群殴女性事件。该事件引起
舆论持续关注，不少网民对打人者
的嚣张态度和凶狠手段感到震惊。

此前警方调查显示，这 9 人中

有 7 名男性、2 名女性，案发时多人
实施了暴力行为。案发后，犯罪嫌疑
人迅速逃离现场，其中几人外逃到
江苏。10 日，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
广泛调查取证研判，随后展开抓捕。
在公安部、河北省公安厅统一部署
和河北、江苏警方合作下，9 名涉案
人员于 11 日被全部抓获归案。

针对这起烧烤店寻衅滋事、暴
力殴打他人案件，唐山市委市政府
主要负责人表示，要从严从快依法
严惩，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回头看”，保持依法严厉打击高压
态势，持续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还伤者公道、还市民安宁、还
社会稳定。

河北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涉案9人全部被执行逮捕

新华社银川6月12日电 西
海固，没有海。“西海固”是宁夏
中南部 9 个县区的概称，西——西
吉，海——海原，固——固原，构
成其核心区域。“喊叫水”“旱天
岭”“水断头”等“求水若渴”的
地名，道出往昔缺水、地焦的恶劣
生态环境。

在这里，每平方公里土地理论
上最多承载 22 人，却一度要养活
142 人 ！ 自 20 世 纪 80 年 代 以 来 ，
宁夏通过吊庄移民、生态移民、劳
务移民等方式，将 123 万人搬出大
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投入
105 亿元实施的 35 万生态移民工

程，大大减轻了西海固的人口、资
源矛盾，移民得以在近水、沿路、
靠城的区域拔掉穷根。与此同时，
迁出区 800 多万亩生态用地和未利
用地也得到自然恢复。

如今，挥别“最不适宜人类生
存”的过去，曾经光秃秃的荒山，已
开垦为“中国最美旱作梯田”，山桃
山杏花海漫山、生机遍野；一度树影
稀疏的六盘山，勃发起簇簇落叶松
绿岛，高山林海、溪水潺潺；留下来
的西海固人，在地方党委政府引领
下，从植树造林到改土治水，从脱贫
攻坚到乡村振兴，正在走向生态红
利不断释放的“机遇之海”。

西海固走向“机遇之海”

流经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城阳乡的茹河，因地壳变化和河床运动形成
旱塬上的瀑布，当地以此发展乡村旅游。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欧盟委员会
主席冯德莱恩 11 日表示，欧委会将
在下周末前结束关于乌克兰欧盟候
选国地位的讨论。据塔斯社 11 日报
道，可能有数百乌军人员据守在北
顿涅茨克市氮肥厂的几栋建筑里。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乌通社）
11 日报道，冯德莱恩当天在基辅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后举行的
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欧委会目
前正在就是否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
国地位为欧盟成员国准备相关建
议，欧委会将在下周末之前结束有
关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的讨论。

据塔斯社 11 日报道，随着俄军
和卢甘斯克武装力量收紧包围圈，
此前被困在北顿涅茨克市氮肥厂的
部分平民从未受乌军控制的通道撤
离。目前北顿涅茨克市的乌军剩余
力量据守在这家氮肥厂的几栋建筑
里，并有可能扣留了几百名平民作
为人质。当天早些时候，卢甘斯克武
装力量透露，该氮肥厂有 300 名至
400名乌军人员以及约500名平民。

据乌通社 11 日报道，扎波罗热
州梅利托波尔市市长伊万·费多罗

夫说，经过 2 周战斗，乌军成功在扎
波罗热将战线向前推进了 5 公里至
7 公里，将收复梅利托波尔市等地。
乌各地军事部门的消息说，截至当
日上午，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
区，俄军继续向乌方控制的地区开
火，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据乌通社 11 日报道，泽连斯基
表示，乌克兰政府计划在全国戒严
结束后取消包括禁止成年男性出国
旅行等限制措施。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报道，泽连
斯基 10 日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英
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双方重点讨论
了向乌方提供安全保障以及英国对
乌军事援助的问题。泽连斯基称，当
前乌方的主要优先事项是迅速获得
重武器。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
夫 11 日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使
用高精度空基导弹打击了哈尔科夫
州安德烈耶夫卡地区的一处外国雇
佣兵部署点。俄军还在尼古拉耶夫
州击落乌军 2 架米格-29 战机，在
哈尔科夫州击落 1 架苏-25 战机，
并在哈尔科夫州和卢甘斯克等地击
落 12 架乌军无人机。

乌克兰局势最新动态：

或有数百乌军
据守北顿涅茨克市氮肥厂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1 日电
（记者孙丁 肖潇） 美国各地民众
11 日举行集会示威，要求政府和
政客应对枪支暴力问题、加强保护
儿童生命安全。

示威活动由倡议加强枪支管控
的社会活动团体“为我们的生命游
行”组织。据该团体介绍，集会在
华盛顿、纽约、芝加哥、丹佛、圣
安东尼奥、洛杉矶等超过 450 个地
点举行。

在华盛顿，数万人聚集在国家
广场华盛顿纪念碑北侧草坪上，许
多人手持或高举标语牌，上面写着

“救救孩子们”“保护生命而非枪
支”“遏制枪支暴力”“我是下一个
吗？”等。

“为我们的生命游行”负责人
之一特雷文·博斯利在现场发表演
讲说，全世界都能听到美国儿童的
哭声，但美国部分政客就是充耳不
闻。

从弗吉尼亚州来到华盛顿参加
集会的斯薇塔·库马尔是一位小学
生的母亲，上月发生在得克萨斯州
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的枪击事件让
她的心灵受到了极大冲击。

“我们都有孩子，”库马尔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枪击事件每天
都在美国发生，到处都是，孩子们
也成了受害者。学校应该是一个安
全的地方，不用家长们担惊受怕，
没听说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困扰，这
简直太荒唐了。”

住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亚
历克斯·斯佩克特还在上高中，他
从三年级开始就定期在学校参加应
对枪击事件的演习。巴尔的摩是美
国枪支犯罪问题最严重的城市之
一。

斯佩克特告诉记者，虽然他自
己或亲友没遇到过校园枪击事件，
但总听说这样的事心里也很“害
怕”。他直言，上学时他并不是一
直能感到安全。

罗布小学枪击事件中，枪手行

凶时使用的是在美国民间十分常见
的 AR-15 型半自动步枪，不少其
他枪手作案时使用的也是这种枪。

凯特·乔霍同库马尔一道前来
参加集会。在乔霍看来，人们打猎
或自卫不需要 AR-15 这样的攻击
性武器，“这种枪是军火，属于战
场，不应该让普通人获得”。

可在美国最大拥枪组织全国步
枪协会等枪支游说组织同部分政客
的“里应外合”下，美国不仅难以
禁售 AR-15，甚至连在全国范围
内推行加强枪支监管的“常识性”
举措都寸步难行。

乔霍对记者说，全国步枪协会
在美国政治影响力巨大，对美国政

客做了很多工作，阻挠立法控枪。
她 呼 吁 ：“ 美 国 政 客 应 该 听 人 民
的，而不是被枪支游说组织的钱牵
着鼻子走。”

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支持
枪支改革立法。据集会组织者、倡
议加强枪支管控的社会活动团体

“为我们的生命游行”介绍，除了
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得梅因、
圣安东尼奥等多地当天也举行了同
一主题的集会。“为我们的生命游
行”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写道：

“恳请政客们上上心，我们要的不
是空话，而是行动。”

近期，美国发生多起造成严重
伤亡的枪击事件。上月 24 日，一

名 18 岁男性枪手闯入得克萨斯州
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杀害 19 名
儿童和两名教师，震惊美国以及国
际社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期表决通
过一揽子旨在加强枪支监管的法
案草案，但因民主党与共和党在
控枪问题上分歧严重，舆论普遍
担心众议院法案草案难以在参议
院推进。

美国网站“枪支暴力档案”最
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已经
发生 256 起造成至少 4 人死伤的枪
击事件，超过 1.9 万人因枪支暴力
失去生命，包括 735 名未成年人，
其中 158 人不到 12 岁。

美国各地民众集会

要求政府应对枪支暴力问题

6月11日，人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示威活动，要求政府和政客应对枪支暴力问题，加强保护儿童生
命安全。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新华社莫斯科6月11日电
记者 黄 河

俄罗斯中央银行 10 日宣布将
基准利率下调 150 个基点至 9.5%。
这是今年 2 月底俄央行大幅提升基
准利率后连续第四次降息。央行发
表声明说，俄通胀加速放缓，经济形
势好于此前预期，但经济外部环境
仍充满挑战。

分析人士认为，在经历西方多
轮制裁之后，俄经济展现出良好韧
性，俄能源出口收入不降反增，但从
全年看，后续风险依然存在，俄经济
仍面临严峻挑战。

自今年 2 月底以来，美西方对
俄实施多轮涉及金融、贸易、能源等
多领域制裁。此后，俄金融市场剧烈
波动，卢布快速贬值，物价攀升，供
应链不稳定加剧。不过，随着俄方出
台一系列反制措施，俄经济秩序目
前总体稳定。

俄财政部 10 日发表声明说，俄
政府外国投资监管委员会决定从当
天起取消要求出口商出售其 50%外
汇收入的规定。

俄经济发展部数据显示，一季

度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
3.7%。

利率方面，俄央行 2 月底紧急
加息至 20%，以维持金融市场稳定。
此后，俄央行连续第四次降息，目前
利率已回到俄乌冲突前水平。

俄央行数据显示，5 月及 6 月
初国内物价涨幅放缓。俄总统普京
7 日表示，自 5 月下半月以来，俄
物价上涨势头得到遏制。截至 5 月
27 日，俄年化通胀率为 17.4%。俄
央 行 预 测 ， 在 当 前 货 币 政 策 下 ，
2022 年俄罗斯年化通胀率为 14%至
17%。

从汇率水平看，经历前期暴跌
后，目前卢布汇率已超过俄乌冲突
前水平。莫斯科交易所数据显示，截
至 10 日收盘，卢布对美元和欧元汇
率分别为 56.8 比 1 和 60.1 比 1。俄央
行行长纳比乌琳娜 10 日表示，卢布
汇率持续走强主要是因为在当前制
裁条件下，俄进口萎缩而出口增加，
同时资本流出减少。

《纽约时报》10 日刊文说，面对
西方严厉制裁，俄经济展现出惊人
韧性。俄乌冲突已持续三个多月，显
然制裁及西方企业撤出俄市场未能

摧毁俄经济。
本月 3 日，欧盟宣布最新一轮

对俄制裁措施，包括部分石油禁运。
此前，欧盟已宣布将于 8 月开始停
止进口俄煤炭。尽管西方极力采取
措施减少国际市场对俄能源依赖，
但在国际能源需求和价格居高不下
的背景下，俄能源出口收入不降反
增。

俄央行 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 5 个月俄经常项目顺差达到
1103 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 3.4 倍。
俄央行认为，经常项目顺差增加主
要是由于西方对俄制裁导致石油与
天然气出口价格上涨。

俄财政部预计，6 月俄油气收
入较预期将增加 3929 亿卢布（约合
68 亿美元）。俄国家能源安全基金
首席分析师尤什科夫认为，欧盟试
图通过实施部分禁运来剥夺俄石油
出口收入的计划不会实现。

尽管俄罗斯应对西方制裁取得
成效，但从全年看，俄经济仍面临严
峻挑战。正如纳比乌琳娜所说，“对
俄制裁效果并没有预期那么严重，
但制裁影响尚未全部显现”。

一方面，卢布过度升值影响出

口。卢布短期升值有助于刺激进口
和降低通胀压力，但卢布不断走强
超出合理区间将对出口贸易造成巨
大压力。俄费纳姆投资公司分析师
安德烈·马斯洛夫认为，俄经济以出
口为导向，适度疲软的卢布对维持
贸易平衡更为有利。

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难以避
免负增长。俄央行 10 日说，2022 年
俄 GDP 萎缩幅度或低于 4 月预测
的 8%至 10%水平。世界银行 7 日发
布 的《全 球 经 济 展 望》报 告 预 测 ，
2022 年 俄 GDP 将 萎 缩 8.9% ，2023
年萎缩 2%，2024 年增长 2.2%。分析
人士认为，考虑到西方制裁持续，俄
经济将在一段时间内负增长。

此外，俄经济仍面临供应链不稳
定、通胀较高等风险。由于西方制裁，
大批欧美企业停止在俄业务或撤出
俄市场，导致俄部分产业供应链不稳
定。同时，尽管通胀放缓，但通胀率仍
远高于俄政府此前设定的4%目标。

纳比乌琳娜说，目前俄通胀压力
依然很大，对俄二级制裁（也称“次级
制裁”）的风险仍然存在。如今大多数
从事对外经济活动的俄公司遇到了问
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很长时间。

西方制裁下俄经济展现韧性但风险犹存

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西北郊
一个农场，6 月火热的阳光洒在沉
甸甸的稻穗上。满头大汗的王学民
沿着田埂走着，时而举起扩音喇
叭，向周围人们介绍稻田中的水稻
品种、预计产量和种植技术，时而
回答人群中提出的问题。

已在尼日利亚工作近 19 年的
王学民，最初是中尼农业“南南合
作”项目的技术组组长，如今是中
地海外集团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水稻专家。

“我们今年引进的 （中国） 杂
交水稻在尼日利亚 4 个水稻示范点
种植，已经有 2 个点进行了收割，
产量 （比当地主推品种） 增加 30%
到 55%。”王学民说。

据王学民介绍，他所在企业采
用中国水稻技术选育的一个常规水
稻品种比当地主推品种增产 25%左
右。该品种已在 2017 年通过尼政
府审定，并获准在当地上市，如今
已向尼全国农户销售，经常供不应
求。

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人口大
国，人口超过 2 亿，每年需要进口
大量粮食。近年来，尼政府重视本
国稻米生产，积极加大对水稻产业
的投资和政策扶持，并重视相关领
域的国际合作。 （据新华社）

中国水稻技术助力尼日利亚粮食增产中国水稻技术助力尼日利亚粮食增产

6月2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中地海外集团一个水稻示范点的水稻已经成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