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布结算令”在欧洲国家引发强
烈反应，也凸显欧洲对天然气供应进
一步紧张的担忧。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24日表示，欧
洲与俄罗斯现有的供气协议已有货币
结算条款，改用卢布结算“构成违约”。

德国商业银行认为，俄方此举令
欧洲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拒绝以卢布
结算，欧洲可能面临“断气”风险；如果
接受俄方要求，欧俄供气协议可能需
要重谈，届时欧洲依据长期协议享受
的优惠天然气价格可能失效，能源成
本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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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乌克兰局势

虽然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制裁迫
使俄罗斯结束军事行动，但它们尤其
是欧盟国家的安全环境和与俄经济
往来程度不同，因此就如何对俄施加
制裁存在明显分歧。

最大分歧来自制裁是否针对
俄能源部门。欧盟进口天然气
的约 40%和进口原油的约 30%
来自俄罗斯。德国是俄能源在

欧盟的最大买家。德国总理朔
尔茨明确反对停止从俄进口能
源。比利时首相德克罗也认为，
欧盟不应考虑会削弱自身经济
的对俄制裁措施。

与西欧相反，邻近俄罗斯的东欧
国家因惧怕成为俄军的下一个目标，
希望对俄施加更严厉的制裁。拉脱
维亚和爱沙尼亚均认为，能源制裁是

阻止俄罗斯为军事行动筹款的重要
手段。

七国集团声明提到，要降低对俄
罗斯能源的依赖，并加速向清洁能源
转型。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俄乌冲
突已影响了欧盟经济和民众生活。
近期欧盟能源价格猛涨，通货膨胀率
陡增。

美国则从中坐收渔利。据媒

体报道，近期美国液化天然气出
口商签署了大量长期协议，成为
欧洲能源供应危机的受益者。欧
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24 日说，
美国将向欧盟输送更多的液化天
然气，具体细节将在她与拜登 25
日会晤后公布。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24日
电 记者任珂）

三场峰会剑指俄罗斯 西方难掩分歧

北约、七国集团和欧
盟三场峰会24日在比利
时布鲁塞尔召开，俄乌
冲突是三场峰会唯一的
话题。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
及其西方盟友在峰会上
试图展现出一致对抗俄
罗斯的立场，宣布增加在
北约东部驻军，并从经济
和军事上支持乌克兰。
但西方内部就对俄制裁
程度及对乌克兰的支持
力度，仍存在明显分歧。

根据北约特别峰会的会后声
明，北约将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
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增加部署4支作
战部队。至此，在从波罗的海到黑
海的北约东翼地带，将总共有8支北
约作战部队。

此外，由于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在冲突中出现，北约启动了针对化
学武器和核武器的防御，以保护北约
成员国免受冲突影响。

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已对
俄采取了空前制裁措施。24日的三
场峰会并未出台新的联合制裁措施，
但均表达了随时准备施加额外制裁
的可能。美国总统拜登参加欧盟峰
会后，美欧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评
估了给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带来经济
代价的持续努力，准备采取额外制裁
措施并阻止任何规避制裁的企图。

七国集团在会后声明中说将全
面监测对俄制裁执行情况，并随时
准备根据需要采取更多制裁措施。

矛头直指俄罗斯

北约特别峰会上，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发表视频演讲，呼吁北约
各成员国向乌提供坦克和飞机对抗
俄罗斯。

北约对此没有明确答复。
北约在会后声明中说，北约盟国

已增加了对乌支持，并将继续向乌提
供政治和实际支持，然而并未提到坦
克等重武器。北约也拒绝了乌克兰
提出的设立禁飞区请求，并重申不会
向乌克兰派兵。

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如何支持乌

克兰，西方内部存在分歧。德国等一
些北约国家正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
火箭筒、防空导弹和防护头盔等，但
没有重型武器。爱沙尼亚等一些东
欧国家希望给予乌克兰更大支持。

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已发出警告，
任何国家和个人为乌克兰输送武器，
需要为其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如

果俄罗斯将此行为视为威胁甚至战
争，不但不利于冲突解决，反而可能
导致冲突迅速升级。

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的武
器扩散问题专家马克·菲诺表示，如
果西方运输车队遭到俄军打击，无论
是在北约成员国境内，还是已经越过
边界进入乌克兰，都会使局势升级。

能源问题存分歧

对乌支持有限

国际观察

朝鲜成功进行洲际导弹试射

索马里发生两起爆炸袭击
至少48人死亡

贸发会议下调2022年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6%

据新华社日内瓦 3月 25日电 （记者陈斌
杰）受俄乌冲突和近期部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变化影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日前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3.6%下调
至2.6%。

贸发会议24日发布报告预测，俄罗斯今年将
经历深度经济衰退，西欧部分地区以及中亚、南亚
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也将大幅放缓。

报告说，俄乌冲突可能会使发达国家货币政
策收紧趋势增强，并在新预算中削减开支。全球
需求减弱、国际层面政策协调不足，以及新冠疫情
造成的债务水平上升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将产生
金融冲击波，把一些发展中国家推向债务违约、衰
退或发展停滞的境地。

喀麦隆西南大区
霍乱疫情造成44人死亡

新华社雅温得3月24日电（记者罗毓）喀麦
隆卫生部官员24日说，喀西南大区11日以来暴发
的霍乱疫情已造成44人死亡，超过1700人感染。

喀卫生部驻西南大区代表艾科24日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西南大区23日和24
日新增霍乱死亡病例14例，疫情在两周内已造成
44人死亡。

艾科表示，西南大区3个主要医院目前床位
不足，许多病人被安置在医院过道或帐篷内。

西南大区区长比莱23日与当地卫生官员召
开紧急会议，要求30日内为疫区修建公共厕所。

霍乱疫情在喀麦隆时有发生。今年1月初，
喀四个大区暴发霍乱疫情，造成至少34人死亡，
超过1000人感染。去年11月，首都雅温得和西
南大区暴发霍乱疫情，造成近200人被感染，至少
8人死亡。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
主要通过不洁净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
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
致死亡。

韩国新冠病例破1100万
韩国疾病管理厅25日通报，韩国前一日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3万例，使得韩国累计新冠确
诊病例数超过1110万例。

据韩联社报道，作为疫情重要指标之一的重
症病例数已连续18天超过1000例。另外，截至
25日零时，韩国接受居家疗养的新冠感染者接近
190万人，较前一日新增近36万人。

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肆虐，韩国疫
情在2、3月迅速恶化。依照韩联社说法，韩国“正
在经历最严重的一波疫情”，相关统计数据屡创新
高，截至23日零时，韩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突破
1000万例，仅自2月6日以来累计新增确诊病例
就逾980万例；3月16日新增确诊病例更是达到
创纪录的逾62万例。

为帮助受疫情严重冲击的零售业和服务业复
苏，韩国政府近来放宽相关防疫措施。尽管相关
机构先前预测韩国这波疫情本周或达到“峰值”，
但韩国卫生防疫部门担心，防疫政策的调整或使
疫情难以消退，病例数可能继续攀升。

韩国疾病管理厅数据显示，截至24日，韩国
约5200万人口中，约4447万人已完成新冠疫苗
全程接种，约3252万人已接种加强针。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分析人士认为，面对欧盟方面能源供应
压力和天然气价格飙升形势，美国正“顺理
成章”扮演“援军”角色，进一步扩大油气出
口影响力。

多名美欧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拜登
出席24日至25日举行的欧盟峰会，将聚焦
美国对欧盟的液化天然气出口。相关方案
正在细化过程中，预计美方今年向欧洲供应
的液化天然气将比之前计划增加约150亿立
方米。

作为全球主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国，美
国先前极力阻挠俄罗斯在欧洲的天然气
供应布局，长期以来反对“北溪-2”项目，

称其为俄罗斯地缘战略项目。俄政府称
美方阻挠这一项目意在挤占俄罗斯能源
市场份额，企图向欧洲高价兜售更多美国
天然气。

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冲突后，欧盟决定
削减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为美国增加油
气产业取代俄罗斯、扩大欧洲市场份额提供
机会。

高盛分析报告认为，欧盟方面可能支持
就液化天然气供应与美国签订至少20年期
的长期合同。

（新华社莫斯科3月25日电 记者耿鹏
宇）

俄天然气“卢布结算令”
凸显能源博弈 大看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宣布，俄方向欧盟成员国等“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
将改用卢布结算。一些欧盟成员国领导人24日回应，将不会理会俄方要求。

从目前走势看，“卢布结算令”为近期走弱的卢布汇
率提供了支撑。消息发布后，卢布对美元汇率23日一度
跃升至三周来最高点。

俄罗斯国家能源安全基金会首席分析师、俄罗斯联
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专家尤什科夫表示，普京此举旨在
迫使欧洲各国解除对俄金融制裁。美欧已禁止俄银行以
美元和欧元开展业务，欧洲国家若购买天然气则需以欧
元从俄央行购买卢布，有利于稳定卢布汇率。尤什科夫
认为，未来俄出口的石油、金属和其他大宗商品也均可能
以卢布结算。

俄罗斯能源与金融研究所所长萨利霍夫说，使用卢
布结算可降低俄方交易成本，并将收入留在俄罗斯，同时
减少国际市场做空卢布的意愿。

欧洲能源保供担忧加剧卢布汇率稳定初见成效 美借机扩大能源影响力

这张朝中社3月25日提供的图片显示的是
洲际导弹发射升空。

据朝中社25日报道，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
正恩的亲自指导下，朝鲜24日成功进行了“火
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新华社/朝中社

3月24日，在索马里摩加迪沙机场，人们运
送贝莱德温爆炸袭击事件遇难者的遗体。

索马里警方24日说，索马里中部城镇贝莱德
温23日晚发生两起爆炸袭击事件，共造成至少
48人死亡、108人受伤。 新华社/路透

分析人士认为，“卢布结算令”凸显俄与西方能源博弈三大看点：俄方推动“俄币买俄气”意在反击西方制裁，稳
定本币汇率；此举给欧洲能源供应及天然气价格走势带来更大不确定性；美国借机扩大对欧洲油气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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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德国顾

客日前在柏林为车
辆加油时查看价格
显示屏。 新华社发

⬅⬅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左左））在在
峰会前夕表示峰会前夕表示，，匈政府强烈反对制匈政府强烈反对制
裁俄罗斯能源部门裁俄罗斯能源部门。。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 这是这是33月月2424日在欧盟总部召开的欧盟峰会现场日在欧盟总部召开的欧盟峰会现场。。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据俄罗斯媒体
25日报道，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韦杰夫说，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
军事行动正按计划进行，且将持续到
达成既定目标为止。匈牙利总理欧
尔班24日说，北约决定向与乌克兰
相邻的中欧国家增派部队。

——梅德韦杰夫接受俄媒采访
时指出，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包
括实现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
成为中立国家、不奉行反俄政策。俄
开展特别军事行动首先是因为其设
定的目标未能通过外交方式实现。
他表示，社会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

俄罗斯民众支持在乌开展特别军事
行动。西方国家企图通过制裁影响
俄民众，煽动他们反对政府，结果适
得其反。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
申科夫25日说，24日夜间，俄军使用
数枚“口径”高精度海基巡航导弹对
乌军位于基辅附近的燃料库发动打
击，摧毁了乌武装力量剩余燃料基地
中最大的一座。他说，自开展特别军
事行动以来，俄军已摧毁乌方261架
无人机、204套防空导弹系统、1587
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163台多管
火箭炮、636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
1397辆特种军用车辆。

——据塔斯社报道，俄外长拉夫
罗夫24日表示，俄罗斯正面临着真正
的混合战，面对的是一场全面战争。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
夫24日表示，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
新一轮制裁旨在摧毁俄经济。他说：

“制裁实现不了其目标，没人可以强
迫我们为了迎合美国及其盟友的意
愿而牺牲祖国的利益。”

——欧尔班24日在布鲁塞尔举
行的北约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出于
防御目的，北约决定向与乌克兰相邻
的中欧国家增派部队，这些国家是波
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英国首相约翰逊24日在北

约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英
国将向保加利亚派遣部队，并将与盟
国一道增加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
的数量。约翰逊排除了北约在乌克
兰上空设置“禁飞区”的可能性。他
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6000枚
导弹和2500万英镑（约合3300万美
元）的资金援助。根据英国首相办公
室发布的消息，英国此前已向乌克兰
提供了超过4000件反坦克武器。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
罗娃24日表示，乌克兰当局缺乏独
立性是俄乌谈判的主要障碍。

——乌克兰副总理韦列修克24
日说，乌俄双方当天进行了开战以来

第一次正式交换被俘人员行动。双
方各自换回10名被俘士兵。俄联邦
人权代表塔季扬娜·莫斯卡利科娃同
日证实，俄乌双方以“10对10”的方
式交换了被俘人员。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
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4日表
示，持续的反俄制裁使俄美关系处于
完全破裂的边缘。美国对俄罗斯整
个国家杜马实施制裁，俄罗斯对美国
会议员实施制裁也“绝对不是问题”。

——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季莫
申科24日表示，截至当天，乌方通过
人道主义通道疏散21.9万民众，其中
包括约5.6万马里乌波尔民众。

俄称特别军事行动将持续到达成既定目标
匈牙利总理说北约将向中欧国家增派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