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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俄新社13日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称，外长拉
夫罗夫将于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
问，筹备总统普京访华相关事宜，并
与中方讨论乌克兰局势。普京计划5
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据统计，从2013年3月至今，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
京在不同场合已实现6次会晤。

2013年3月22日，习近平就任后
首次外访选择俄罗斯，其间与普京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会谈。

3月27日，在南非德班，习近平
在出席第五届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与
普京举行了会晤。

9月5日，习近平在出席二十国
集团(G20)圣彼得堡峰会期间与普
京举行了会谈。

9月1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
凯克，习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峰会时与普京举行了会晤。

10月7日，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
合组织(APEC)巴厘岛峰会期间与
普京会晤。

2014年2月6日，习近平出席索
契冬奥会开幕式，并与普京举行会
晤。 (宗禾)

本报讯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14日克里姆林宫网站公布的文件显
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相关命令，
把自己和俄总理梅德韦杰夫的工资
上调1 . 65倍。

上周末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通报
了自己去年的收入。他们二人的收
入都远低于2012年。普京的收入为
367 . 2万卢布(约合63 . 8万元人民
币)，梅德韦杰夫的收入为425 . 9万
卢布(约合74万元人民币)。报道称，
此前，普京还给所有俄罗斯其他官
员上调了工资。 (宗禾)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4日表示，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叙利亚
反对派组织“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
国联盟”(“全国联盟”)主席杰尔巴
将于4月15日至18日率团访华。

华春莹说，访华期间，外交部长
王毅和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将分别与
代表团会见、会谈，就叙利亚当前局
势和推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交
换意见。中方有关专家、学者也将与
代表团一行进行交流。这是中方积
极、平衡做叙利亚有关各方工作，为
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所作努力
的一部分。

据新华社莫斯科4月14日电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尤祖姆居
14日表示，完全销毁叙利亚化学武
器的目标在今年年中如期实现是现
实的。另据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当天
发表的一份声明，迄今为止，叙利亚
境内65%的化学武器原材料已经被
运出。

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去年11
月通过了旨在于今年6月30日前全
面销毁叙化武的详细方案。叙化武
原材料的运出工作有所延迟，直到
今年1月初才真正开始。叙利亚2月
底向禁化武组织递交一份新计划，
表示将努力在4月底之前将所有化
武原材料运送出境。近期，叙化武运
输与销毁节奏逐渐加快，迄今已完
成十多批叙化武的海运和护航。

乌当局对东部示威者

下达最后通牒

代行总统职责的乌克兰议长图
尔奇诺夫13日晚发表电视讲话宣
布，乌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决定
让军队参与东部地区的“大规模反
恐行动”，强调“不会让俄罗斯在乌
克兰东部地区重演克里米亚的一
幕”。图尔奇诺夫说，“俄对乌发动的
战争已然打响，鲜血已在流”。

图尔奇诺夫13日还发出最后通
牒，要求占领乌东部地区各行政机
关大楼的抗议者不向当局部队开
枪，并在14日上午交出武器撤离大
楼，他就会签署特赦令不予追究，否
则就会发动军事力量展开“反恐行
动”。为此，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提请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乌
东部局势。

俄美针锋相对

中国呼吁各方克制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
在会上对与会代表说，能否阻止乌
克兰陷入内战，机会掌握在西方国
家手中。丘尔金说：“乌克兰已发生
流血冲突，必须立即阻止局势进一
步恶化。国际社会必须要求基辅当
局叫停冲突，履行所有承诺。基辅当
局必须停止对乌东部人民动用武
力，按照2月21日达成的调解协议，
展开真正的全国性对话。”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则指
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宣传攻势，
煽动暴力行为。鲍尔敦促俄方解释
为何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地区部署
约4万兵力，同时要求俄方寻找办
法，使武装人员停止攻占政府大楼。
此外，英国、法国以及乌克兰的常驻
联合国代表也相继发言，指责俄罗
斯是乌东部地区动荡局势的“罪魁
祸首”。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在
会上发言时表示，中方对近日乌克兰
局势升级深感忧虑，希望有关各方采
取冷静、克制态度，避免局势进一步
恶化。解决乌克兰问题涉及各方利益
和关切，应兼顾平衡，继续通过政治
和外交途径弥合分歧，在法律和秩序
框架内解决。中方一直呼吁并将继续
支持国际社会为缓解乌克兰局势做
出建设性努力和开展斡旋。

美拟追加对俄制裁

欧洲态度不明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说，
美国正酝酿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
裁，制裁目标可能涉及能源、银行和
矿业等领域。鲍尔说，美国先前对俄
实施的制裁已初见成效，造成俄罗
斯货币卢布贬值和股指下跌。但路
透社说，除上述两项外，制裁措施实
际收效甚微。

美国新一轮制裁名单可能包括
能源、工程、金融服务等领域，但一
些美国官员说，目前尚不清楚欧盟
是否愿意跟进实施类似的制裁措
施。这些措施不仅会打击俄罗斯经
济，同时也有损美国和欧洲利益。

这些美国官员说，由于俄罗斯
针对四方会晤提出一些先决条件，
包括禁止乌政府动用武力镇压东部
地区冲突、要求推行宪法改革和实
行联邦制等，所以尚不清楚定于17
日举行的由俄罗斯、美国、欧盟和乌
克兰参加的会晤能否如期举行。

乌克兰或借助公投

决定东部命运

鉴于连日来乌东部局势持续升
级，代行总统职权的乌克兰议长图
尔奇诺夫14日在议会表示，“不反
对”就“国家类型”举行公投，他确信
公投结果将会证明绝大多数乌克兰
人希望乌克兰成为一个团结、独立
的国家。他建议公投在今年5月25日
总统选举日当天同时举行。

同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
示，俄罗斯不会破坏乌克兰稳定，乌
克兰的完整、统一、全民平等符合俄
方利益，但这一目标只能通过宪法
改革实现。他批评乌当局武力镇压
东部地区民众和平抗议“严重破坏”
调解危机的合作，并批评西方国家
在对待基辅和东部地区民众抗议时
采用双重标准。

据新华社、国际在线、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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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俄美美拉拉偏偏架架
撕撕裂裂乌乌克克兰兰
安理会就乌局势10轮磋商无果

联合国安理会13日20时(北京时间14日8时)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这是乌
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召开的第10轮会议。会议进行了将近两个
小时，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在会上指责乌克兰政府
应为乌东部局势升级负责，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把矛头对准俄罗斯。

乌乌局局势势对对中中乌乌军军事事合合作作影影响响有有限限

延伸阅读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月刊近日刊发文章
称，乌克兰局势动荡肯定会对中乌军事合作产
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将会是有限的。过去10年
来，乌克兰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相当频繁，双
方每年的军事贸易额接近5亿美元。

目前，中国从乌克兰获得的军事装备包
括：“野牛”重型气垫船，这是目前双方军事合
作中最大的项目之一；K-8、L-15教练机继
续使用乌克兰生产的发动机；米-17/171直
升机使用的两种涡轴发动机都在乌克兰生产。
米-17直升机本身在俄罗斯生产，发动机设计也
在俄罗斯，因此这是一项三边军事贸易，总合
同由中俄签订，俄乌再签发动机子合同。

乌克兰局势动荡有可能影响到俄乌军事
技术合作，进而间接影响第三国。美国《基督
教科学箴言报》网站10日发文称，目前正在乌
东部边境虎视眈眈的俄罗斯新型军事机器拥
有一个问题：它依赖于乌克兰生产的元件，而且
这些元件眼下仍然是由乌克兰企业供货。而现
在，乌克兰处于困境中的临时政府正警告说，
它可能会叫停对俄罗斯的一切军备供应。

这样的举动可能给俄罗斯的军事能力造

成严重损害，增加近年来俄军现代化行动的
成本。但从长远来看，乌克兰很可能会更加深
刻地感受到经济痛苦，因为对乌克兰来说，俄
罗斯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市场，乌克兰军事出
口约90%是输往俄罗斯的。

中乌军事合作密切有几大原因：一是中
乌不存在地缘政治冲突，因此没有技术限制，
不存在“战略武器不出售中国”之说。二是技
术开放程度比俄罗斯更高，白俄罗斯、乌克兰
对中国的军事支持，技术保留成分较少，没有

“保持十年军事优势”之说。三是价格上具备
优势，尤其是维修服务比俄罗斯相对便宜。

即使乌克兰出现亲西方政府，对中乌军
事技术合作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原因在于，首
先，中乌军事合作已数十年，不是短时间可以
中断的，而且合作的大项目基本已经结束；其
二，通过长期合作，该引进的技术设备中国已
经引进了；其三，下一阶段即使中俄重启若干
大型军事合作项目，都是近年来生产的最新
装备，乌克兰没有维修许可证和图纸。唯独航
空发动机一项，中国还需要乌克兰持续提供
成套设备。 （宗禾）

近日曝光的图片显示，首艘由乌克兰交付中国的“野牛”气垫船已正式交付中国海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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