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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乌克兰局势

据新华社华盛顿 3月 5日电
（记者高攀 熊茂伶）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5日发表声明说，虽然
目前乌克兰局势仍在快速变化、未
来前景充满极大不确定性，但所带
来的经济后果已经非常严重。

声明说，能源和包括小麦等
谷物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进一步加剧了源于供应链扰动和
新冠疫情后复苏带来的通胀压
力。价格冲击波及全球，对贫困
家庭的影响尤甚。如果冲突升
级，相关经济损失的破坏性将更
大。同时，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
施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
重大影响，对其他国家也将产生
重大的溢出效应。

随着俄乌冲突升级，近期国际
油价和国际小麦价格大幅上涨。纽
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
期货价格已突破每桶115美元。芝
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5月合约本周
涨幅累计超过40%。

IMF：
乌克兰危机已造成
严重经济后果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
6日表示，只有乌克兰停止战斗并满
足俄方要求，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才
有可能暂停。美国总统拜登5日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表示，美
国政府正加大对乌方安全、人道主义
和经济援助力度。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
援引乌地方官员消息，顿涅茨克至
马里乌波尔的主天然气管道6日遭
到袭击，从位于顿涅茨克地区西部
至扎波罗热州别尔江斯克市沿线
周边居民区的天然气供应将很快
中断。

——俄罗斯总统普京6日和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双方讨论

了乌克兰局势。普京强调，俄罗斯的
特别军事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俄军
正尽一切可能确保平民安全。普京
说，只有乌克兰停止战斗并满足俄方
要求，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才有可能
暂停。埃尔多安敦促普京停火，在乌
开放人道主义走廊，并签署俄乌和平
协议。埃尔多安说，土耳其愿为和平
解决冲突作出贡献。

——根据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
申科夫6日发布的消息，自开展特别
军事行动以来，俄方共摧毁乌克兰境
内军事基础设施2203处目标，其中
包括76个指挥所和通信中心，111
套防空导弹系统和71个雷达站。此
外，俄军还击毁了69架在地面的飞
机、24架在空中飞行的飞机以及62

架无人机、778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
辆等军事装备。

——乌克兰陆军6日在社交媒
体发布消息称，英国志愿者已经抵达
乌克兰，他们将与乌克兰军队一起同
俄军作战。据乌媒报道，英国志愿者
主要为退役的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
队员。

——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议会
6日发表声明表示，当地时间6日10
时至 21 时，马里乌波尔将实施停
火。当地居民将从当天中午12时开
始撤离。

——德国内政部6日对媒体说，
该国已登记接收37786名来自乌克
兰的民众，比前一天增加近一万人。
内政部称，实际上从乌克兰进入德国

的民众数量可能比这个数字高得多。
——美国总统拜登5日与乌克

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讨论了乌
克兰局势。拜登表示，美国政府正
加大对乌方安全、人道主义和经济
援助力度，并与国会紧密合作以落
实对乌额外安全援助资金。泽连
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与拜
登讨论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和
金融支持以及继续对俄实施制裁
等议题。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5日在
莫斯科同普京讨论了乌克兰局势。
泽连斯基6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
消息称，贝内特与普京会面结束后与
泽连斯基通话。据乌媒报道，应泽连
斯基提议，以色列将作为俄乌冲突的

调解人。贝内特5日晚在柏林和德
国总理朔尔茨会晤，双方同意就俄乌
局势保持密切联系，表示双方共同目
标是尽快结束冲突。

——美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
局2日写给国会的一封信显示，拜登
政府已向国会申请100亿美元紧急
拨款。其中，48亿美元将拨给美国
国防部，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
助、支持部署在欧洲的美军并加强五
角大楼的情报搜集和抵御网络攻击
能力等；50亿美元将拨给美国国务
院和国际开发署，用于向乌克兰和东
欧地区的美国盟友和伙伴提供安全
和经济支持；剩余2亿美元将分别拨
给美国商务部、能源部、司法部和财
政部。

普京敦促乌克兰停止战斗
美乌总统再次通话

3 月 6日，第二
批共两架接返自乌
克兰撤离中国公民
的临时航班先后安
全回到国内。

当日下午 2 时
15分，第三架临时航
班抵达兰州。下午2
时 48分，第四架临
时航班抵达济南。

此前一日，首
批两架接返撤离中
国公民的临时航班
已安全抵达杭州和
郑州。

图为中国公民
乘坐的临时航班抵
达兰州中川国际机
场。 新华社发

第二批两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安全回国

日本福岛等三县约六成
受访“地方官”反对核污水排海

新华社东京3月6日电 据日本媒体5日报
道，日本福岛县、宫城县和岩手县受访的42个市
町村长中，约六成反对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
电站核污水排放入海。

日本《朝日新闻》对上述东北三县中曾因
2011年“3·11”大地震遭受海啸灾害或因福岛核
事故被下达避难指示的42个市町村的负责人进
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时间截至2月。结果
显示，约六成受访者反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
排放入海。

反对意见中，最多的理由是日本“国内外对此
事了解不充分”，其次是“很多渔业从业者反对”以
及“国家和东京电力公司对声誉损害和赔偿的措
施不完善”。此外，上述42个市町村长中有七成
对当地今后的复兴情况感到不安。

应日方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小组2月
14日至18日到日本完成首次实地调查。据国际
原子能机构介绍，该机构将在“经处理后”的核污
水排放入海前发布一份带有结论的综合报告。

2011年“3·11”大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
堆芯熔毁、放射性物质外泄，持续冷却堆芯的作业
以及雨水、地下水流入反应堆设施产生了大量核
污水。日本政府2021年4月决定将福岛第一核
电站的核污水经过滤并稀释后排放入海。东京电
力公司计划于2023年春季开始向太平洋排放。
此举在日本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强烈担忧。

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克罗地亚男子
一口气水下行走107米

你憋住一口气能在水下待多久？克罗地亚自
由潜水员维托米尔·马里契奇一口气能在水下行
走107米。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已确认这一
成绩为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4日报道，马里契
奇2021年 9月 17日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帕
蒂亚的一个泳池里创造上述纪录。先前纪录为
96米，由他的同胞鲍里斯·米洛希奇于2020年
3月创造。

自由潜水是一项危险程度颇高的极限运动，
要求潜水者不携带呼吸装备，只通过自身肺活量
调节呼吸，屏气潜水。马里契奇挑战水下行走世
界纪录还难在，他必须时刻保证有一只脚接触泳
池池底。为了让自己不上浮，马里契奇挑战时手
里抱着重物。他一口气憋了3分6秒，在50米长
的泳池池底走了一个来回还多。

与多数世界纪录保持者为挑战纪录专门训练
不同，作为一名职业自由潜水员，马里契奇认为没
有必要专门训练，但“我需要小心谨慎”。不过，他
建议对自由潜水感兴趣的人接受专业训练，不要
依赖自学。

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注明，一口气在水下行
走最远距离纪录的挑战者必须年满16周岁。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以色列和土耳其领导人连日来
为调解俄乌冲突开展外交活动，而美
国方面则继续给乌克兰局势“添火”。

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5
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总统弗
拉基米尔·普京面谈大约3小时，随
后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
基通电话，当天晚些时候飞抵德国首
都柏林，与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
磋商乌克兰局势。贝内特6日一早
飞回国后，再次与泽连斯基通电话，
这是双方24小时内第三次通话。

贝内特6日与内阁成员开会时
简单介绍与普京会面的情况，但没有

披露细节。贝内特表示，以方将继续
为外交解决乌克兰问题提供帮助。

“只要还有一线机会，且以方仍保有
与各方的接触渠道和能力，以方就有
尽力斡旋的道义责任。”他说。

以色列是美国的盟友，同时与
俄、乌两国关系良好。冲突开始以
来，以方给乌克兰输送了人道主义援
助物资，同时也希望与俄罗斯方面继
续在叙利亚等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
合作。

据媒体先前报道，泽连斯基曾请
求贝内特为乌俄谈判斡旋。克里姆
林宫说，普京2月27日与贝内特通

电话，贝内特表示愿意斡旋。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

尔多安6日与普京通电话，持续大约
一小时，表示土方愿为和平解决乌克
兰问题斡旋。

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告诉埃尔多
安，俄方愿意为解决冲突与乌方和外
国伙伴对话，在乌方停止军事攻击和
满足俄方安全要求的前提下中止特
别军事行动。

土耳其总统府说，埃尔多安在通
话中表示，应立即采取措施促成停
火、开放人道主义通道和达成和平协
议，土方将继续开展广泛对话，争取

有所成效。
多方为促和努力，美国却继续

“拱火”。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6日访问乌克兰的邻国摩尔多瓦。
就冲突爆发后乌克兰人涌入摩方境
内，布林肯表示美方愿意帮助摩方

“应对这一负担”，但他没有具体说明
美方会提供何种帮助。

布林肯还在记者会上透露，美国
正在“积极争取”与波兰方面达成协
议，由波兰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他
说，美方与乌方“保持非常积极的对
话……以便即时评估对方需求”，当
前着眼于“波兰是否可以为乌克兰提

供战机，以及如果波方决定提供，我
方如何（给波兰）补充（战机）”。

不过，波兰总理府6日在社交媒
体账号发表声明说，“波兰不会向乌
克兰输送战机，也不会允许使用我方
机场，而会在其他诸多领域大力协助
（乌方）”。

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本月早些
时候也表示，波兰不会向乌克兰派遣
战机。

美国政府上周批准向乌克兰提
供价值3.5亿美元的致命性武器军事
援助。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以、土促和 美国“添火”

韩国东部多地连日来发生山林火
灾，火势至今未获控制，向周边地区蔓
延。韩国消防厅5日首次在全国范围
发布最高级别火险预警，6日仍有44
架直升机和4000人参与灭火。

据韩联社报道，庆尚北道蔚珍郡
靠近山区的一条国道附近4日上午燃
起山火，后在强风和干燥天气的共同
作用下，向北蔓延至江原道三陟市一
带。截至6日上午，受灾面积已超过
1.4万公顷，至少159栋民居和57座其
他建筑被毁，约7400人疏散，暂无人
员伤亡报告。

由于风向改变，原本向北延烧的山
火5日一度向南发展，危及蔚珍郡一些
村庄。截至5日下午3时，韩国相关部
门派出超过7000名消防员、500多辆消
防车和65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及核电站
等重要设施的保卫工作。

韩国消防厅5日将全国火险预警
提升至最高级别“严重”，理由是周末干
燥大风天气持续，加上各地正在进行总
统选举“事前投票”。

按消防厅方面的说法，全国范围
发布最高级别火险预警在韩国尚属
首次，凸显山火形势严峻。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多地山火蔓延

韩国首次发布最高级别全国火险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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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再次进行
侦察卫星发射试验

新华社平壤3月6日电（记者江亚平）朝中
社6日报道说，朝鲜于5日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侦
察卫星发射试验，以检验卫星数据收发及控制指
令系统和各种地面卫星管制系统的可靠性。

报道说，这次试验是由朝鲜国家航空航天发
展局和国防科学院根据侦察卫星开发工程计划联
合进行的。

2月27日，朝鲜曾进行过一次侦察卫星的发
射试验，以检验其高分辨率摄影系统、数据传输系
统和运行精确度等。

沙特举办首届世界防务展

“中国军工”展团精彩亮相
据新华社利雅得3月6日电（记者胡冠 王

海洲）沙特阿拉伯首届世界防务展6日在首都利
雅得开幕，中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组织8家中
国企业以“中国军工”展团亮相展会。

沙特首届世界防务展共有来自45个国家和
地区的600余家展商参展，设立15个国家展团，
展览总面积达到 90万平方米，中方参展面积
1917平方米，是参展规模最大的国家展团之一。

“中国军工”展团携航天长征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中航技进出口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中国
北方工业有限公司、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产业工程有限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8家中国企业亮相展览，展出了翼龙-2、彩虹-5、
WJ-700等多型无人机，运-9E运输机、LY-80
防空系统、155毫米自行炮、SR5多管火箭系统、
JY-27A对空警戒雷达、电子战防御系统、多用途
无人艇、反无人机系统等多款高端装备。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驻沙特代表处总代表
沈宇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届防务
展为世界各国参展商提供了展示国防安全领域尖
端设备和交流互鉴的平台。“北方公司精心挑选适
合中东市场的产品参加首届展览，展出的155毫
米自行炮、SR5多管火箭系统两个实装吸引了不
少参观者的目光。期待本届展会能够进一步提高
中国军工的国际影响力和整体形象。”沈宇杰说。

沙特世界防务展由沙特军事工业总局（GA-
MI）创立，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本届展会聚焦
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安全系统五个国防工业
领域，并设置了分会论坛、飞行特技表演等活动。
展览为期4天，将持续至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