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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乌克兰局势

美国等西方国家26日发布联合声明，
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
融通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之外，并
对俄罗斯央行实施限制措施，以防其配
置国际储备削弱制裁措施造成的影响。
分析人士认为，动用 SWIFT 制裁是西方
国家针对俄罗斯的“核武级”金融制裁选
项，预计将对俄相关跨境金融交易产生
重大影响，但这项制裁也会对西方尤其
是欧洲带来伤害。

根据声明，美国和欧盟委员会、德国、
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领导人决定“在
近几天内”将部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排
除出SWIFT支付系统。这意味着相关银
行将无法与境外银行进行交易，使俄对外
贸易、外国投资和汇款变得更加麻烦。同
时，针对俄央行的限制性措施将导致其相
关资产“陷入瘫痪”，难以对受制裁银行和
公司提供经济支持，极大削弱宏观调控能
力。数据显示，俄央行拥有超过6000亿美
元外汇储备。

SWIFT支付系统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
基础设施之一和最主要金融信息传输平
台。切断一国金融机构与SWIFT系统之
间的联系，实际上就切断了金融机构与全
球银行系统间的联系，将无法进行跨境收
付款，进而影响国际贸易。

当天的联合声明未列出将被排除出
SWIFT系统的俄银行名单，但美方官员透
露，相关制裁目标是 10 家俄最大金融机
构，其资产占俄银行业总资产近80%。相
关名单将在几天内拟定。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中林美惠子表
示，西方对俄罗斯施加了最严厉经济制裁，
自身也将遭受巨大冲击。日本法政大学教
授白鸟浩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把俄
罗斯排除出国际结算系统将对世界经济产
生很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美欧通过将部分而非
所有俄罗斯银行从SWIFT中移出，一定程
度上保证了欧盟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支付
渠道畅通。美国务院能源安全高级顾问阿
莫斯·霍克斯坦25日表示，美国的制裁措
施将不会针对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因为
此举不但难以减少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
反而会令美国及其盟友承担能源价格上涨
的后果。

此前，动用SWIFT制裁在欧洲内部一
直面临相当阻力。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成
员国高度依赖俄罗斯提供的石油和天然气
等能源。欧盟数据显示，德国34%的石油
和 65%的天然气依靠从俄罗斯进口。因
此，德国政府26日提议以“有针对性且实
用的”方式对俄进行SWIFT制裁，而非将
该国金融机构全部排除出该系统。

德国财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此前表
示，将俄罗斯排除在SWIFT系统外“意味
着德国面临无法获得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
的高风险”，欧洲“应该认识到后果”。

《华盛顿邮报》26 日援引美财政部官
员的话报道，对俄实施更广泛的 SWIFT
制裁将损害西方企业利益，尤其是大型
石油企业。同时，美德两国使用 SWIFT
系统与俄银行进行交易的频率最高，因
而受相关制裁措施的潜在负面影响程度
也最大。

将俄罗斯银行排除出 SWIFT 支付系
统还可能导致西方难以从俄获取债务偿
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截至目前，
位于俄境内的实体对海外银行的欠款高
达 1210 亿美元，其中对美方银行的欠款
约为147亿美元。

也有观点认为，虽然SWIFT制裁短期
内为俄罗斯经济和金融系统带来混乱，但
长期而言影响有限。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认
为，外资银行可以使用SWIFT的替代系统
与俄银行进行交易，只是成本更高。

为应对西方制裁，俄罗斯央行2014年
开发了本土版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
据统计，目前有 23家外资银行与SPFS系
统连接。截至2021年 5月，20%的俄罗斯
境内转账通过SPFS系统完成。鉴于目前
部分俄罗斯银行被SWIFT剔除，未来不排
除更多外资银行加入该支付系统。

美国务院负责制定制裁政策的前高级官
员理查德·奈菲尤表示，SWIFT制裁“将立即
产生巨大影响，但俄罗斯将很快通过其他金
融通信工具缓解这种影响”，其作用“被严重
夸大”。

（新华社华盛顿2月26日电 记者许缘
邓仙来 高攀）

“我儿子哭了半夜，他害怕炮弹击中我
们的房子。”43岁的乌克兰管道工博格丹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博格丹和家人住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一
栋九层公寓楼内。25日以来，他们一直生
活在公寓楼的地下室，“这里就是我们的避
难所”。

“听到爆炸声，人们慌乱地跑进地下
室。当时地下室里各种杂物堆放在一起，空
间狭小，难以立足。”博格丹说，他和邻居们
一起清理并加固地下室，让更多人有了安身
之地。

30岁的薇拉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基辅市
不断响起空袭警报让她和家人坐卧不安。
25日晚，基辅市政府发布空袭警报后，薇拉
和丈夫决定带女儿躲进地下室。“我们两天
没睡觉了。根本无法入睡，爆炸声和警报
声一直在响。”

薇拉是一名医生。从24日起，她不再
接受病人预约看病，但也并没有闲着。她一
边照顾家人，一边为病人提供电话咨询。“我
们好多次都想离开基辅，但不知道去哪里。
基辅市的居民大部分已经离开了，剩下的人
都躲进了地下室、防空洞或地铁里。这种场
景就像末日电影，但现在就发生在我们身
上。”电话一端，薇拉伤心地说。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25日晚，基辅一名
孕妇在警察和市民的帮助下，在避难的地铁
站里生下了一名女婴。

过去一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州聚集
了大批躲避战火的人，因为这里距离东部战
线相对较远。

37岁的马克西姆出生在利沃夫州首府
利沃夫市。他在电话中对记者说，原以为利
沃夫是乌克兰最安全的地方，但“这只是我
们的想象”。

马克西姆说，利沃夫的军事设施26日遭
到袭击。当警报声响起时，他和家人不知所
措，不知道该往哪里跑，他们从来没想过会
发生这样的事情。

马克西姆的孩子刚学会走路。他告诉
记者，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他打算将妻子
和孩子送到波兰避难，“但我会留在这里”。

（新华社基辅2月27日电 记者李东旭）

26日夜的波兰边境口岸梅迪卡很冷，零度的温度
使人瑟瑟发抖。成群结队逃离的乌克兰人，从这里陆
续进入波兰。

波兰官方消息说，25日有2.9万乌克兰人来到波
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的交火仍在持续，乌克兰已禁
止18岁至60岁男性公民离境，因此，入境的绝大部分
是妇女和儿童。她们拖着箱子，提着袋子，神色匆忙。
道路两侧停满了车辆，有大巴，也有大量的小轿车。波
兰警察在有序指挥，没有交通瘫痪和太多拥堵。

上午9点多，我们从华沙驱车500多公里，计划入
境乌克兰前往利沃夫进行报道。一路前行，发现越到
边境加油就越困难。连续询问了3个加油站，车才加
上油。加油站的人告诉我们，一定要加满油，否则不
知道前面还有没有机会加上。

在一个无油可加的加油站，几名当地的波兰人
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志愿者小组，去边境接来波兰的
乌克兰人。40岁的格热戈日经营着一家运输公司，他
说，这些乌克兰人大部分会被安排在学校和商场里，
还有一些人会去投奔在波兰的亲戚朋友。

距边境1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营地，搭建了很多帐
篷，从乌克兰过来的人可以在这个营地停留休息，领
取食物药品和日常用品。许多志愿者在忙碌着，孩子
们在玩具堆里翻找喜欢的玩具。

采访中，也有一些人表达了俄乌冲突波及波兰的
担忧。记者早上从华沙的酒店出发时，遇到了一名从
埃及来华沙看望新婚儿子和儿媳的妇女蒂娜·穆罕默
德。她的儿媳是波兰人，全家人很关注乌克兰局势。
她说，交火让人感到害怕，但生活还要继续。

听到记者要前往乌克兰，她双手交叉在胸前说
道：“我希望你们旅途能够平安，希望能够平安回来。
希望生活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据新华社波兰梅迪卡2月26日电 记者陈文仙
任珂 孟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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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的武
装冲突，打破了波兰边境城市普热梅西尔往日
的平静。这里距离乌克兰仅10公里左右，不断有大巴
从乌克兰方向驶来，载满了逃离家园的人们。

新华社记者26日驱车从华沙赶往波乌边境，看到
普热梅西尔市中心通往边境的主干道旁，一个大型
购物区的停车场上临时搭建起十多顶蓝色大帐
篷。帐篷里面，来自波兰各地的志愿者不断向到来
的乌克兰人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包括饼干、方便
面、矿泉水、厕纸和婴儿纸尿布等，还有各种紧急筹
集来的衣物。

由于乌总统发布全国总动员令禁止18至60岁男
性公民离境，记者看到逃难的乌克兰人几乎全是妇女和
儿童。她们拿着各色行李，提着刚领到的食品和其他物
品。经历逃难艰辛，她们很多都不愿意面对记者的镜头
和话筒，直到记者遇到刚和丈夫团聚的尤利娅。

26岁的尤利娅刚从乌克兰来到这里不久。她怀
里抱着一岁的小儿子，正从志愿者那里领取方便食
品，身旁的大儿子则调皮地把头扎进一个装满毛绒玩
具的箱子里。

“路途艰难而凶险，但现在我们终于安全了！”尤
利娅说，他们一家将去往布拉格，住进由捷克政府给
他们提供的公寓。然而提到现在的形势和家庭的未
来，尤利娅一脸愁容。“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在离帐篷不远处的加油站，记者遇到了几位愿意
接受采访的乌克兰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大学
生和几个同学一起开车来到波兰，将去投奔在波兰的
亲戚。

“你想什么时候回家？”“回家？我明天就想，但能
回去吗？”女大学生回答。

（据新华社波兰普热梅西尔2月26日电 记者任
珂 陈文仙 孟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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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对俄发起
SWIFT制裁影响几何

乌克兰通讯社26日援引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的话报道，由于基辅街头出现俄罗
斯军队派出的侦查和破坏小组人员，基辅市决定延长宵禁时间，宵禁时间从每天下午
5时至次日8时。

图为2月27日清晨拍摄的乌克兰基辅空旷的街道。 新华社记者 李东旭 摄

基辅
延长宵禁时间

2月26日，乌克兰人抵达波兰边境口岸梅迪卡。
新华社记者 周楠 摄

2月26日在波兰普热梅西尔拍摄的尤利娅（右二）
和她的家人。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2月25日在俄罗斯莫斯科拍摄的俄罗
斯央行。 新华社发

新华社基辅2月27日电（记者李
东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27日发布消
息说，乌克兰将派代表团同俄罗斯进行
和平谈判，谈判将在普里皮亚季河附近
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地区进行。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当天早些时候对媒体说，乌克兰方面
同意在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同俄方举
行谈判，俄方对此已做好准备。

佩斯科夫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

申科当天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
电话后，又同俄总统普京通电话。卢
卡申科说，乌方愿同俄方在戈梅利州
举行谈判。

俄方代表团团长梅丁斯基当天

在俄驻白俄罗斯使馆说，明斯克当地
时间15时左右，俄方收到乌方确认
参加谈判的消息。谈判将按照俄方
建议在戈梅利州举行。

梅丁斯基强调，俄方正在制定最

安全路线以保证乌代表团的安全。
“现在正在制定路线，并选择戈梅利
州的最佳地点，以最大程度保证乌方
的安全。”梅丁斯基说，他们正从明斯
克赶往戈梅利州。

俄乌代表团将在白乌边境举行谈判

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27 日电
（记者李奥）俄罗斯中央银行27日
表示，俄方拥有必要资源，可以维持
金融稳定。

俄罗斯央行当天发表声明
说，俄方拥有必要资源与工具，可
维持金融稳定，保障金融领域的
业务运转。俄方将保障各银行的
卢布现金与非现金流通。俄银行

系统稳定，拥有足够资本与流动
性，俄境内所有银行目前运转正
常。此外，俄方将使用本土版金
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完成相关
业务。

为应对西方制裁，俄罗斯央行
2014年开发了SPFS系统。据统
计，目前有23家外资银行与SPFS
系统连接。截至2021年5月，20%

的俄罗斯境内转账通过SPFS系统
完成。

美国等西方国家26日发布联
合声明，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
环 球 银 行 间 金 融 通 信 协 会
（SWIFT）支付系统之外，并对俄
罗斯央行实施限制措施，以防其配
置国际储备削弱制裁措施造成的
影响。

俄央行称
俄拥有必要资源可维持金融稳定

新华社莫斯科2月27日电（记
者耿鹏宇）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俄
罗斯总统普京27日下令将俄军威慑
力量调至特殊战备状态。

普京当天在会见俄国防部长绍
伊古和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时说：“由于主要北约国家的高级
官员对我国发表侵略性言论，我命
令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将俄军的

威慑力量调整至特殊战备状态。”
普京同时强调，西方国家在经济领
域也对俄采取了不友好行动。“我
的意思是非法制裁，每个人都清楚
这一点。”

据塔斯社报道，俄战略威慑力量
旨在遏制外界对俄联邦及其盟国的侵
略，并在战争中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
的各种武器击败侵略者。

普京命令将俄军威慑力量
调至特殊战备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