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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俄军下一步军事行动方向，俄
军事观察员米哈伊尔·霍达列诺克认为，
俄军或将集中力量进攻顿涅茨克地区的
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和斯拉维扬斯克市。

这两座城市位于顿涅茨克北部，是
重要工业中心，拥有发达的机械制造工
业，也是高加索至波罗的海物流走廊上
的重要交通枢纽，高速公路和铁路在这
里交会。乌克兰危机升级后，这里成为
乌军重点防御地区。乌军建立了一个

面积超170平方公里的密集防御阵地，
储存了大量武器、弹药、燃料、润滑油和
食品等。

现阶段，俄乌恢复和谈的前景黯
淡。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近期仍持续对
乌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为乌克兰局势
火上浇油。7月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8.2亿美元的
额外安全援助。其中包括8套“高机动
性多管火箭弹系统”适配的火箭弹、两

套“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15万枚
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炮弹以及四套反炮
兵雷达。

乌总统泽连斯基3日晚在社交媒
体发表讲话，证实乌方已从利西昌斯克
撤军。但他强调，未来凭借战略战术和
现代武器供应增加，乌军将重返利西昌
斯克。

（新华社莫斯科7月 4日电 记者
耿鹏宇）

关注乌克兰局势

利西昌斯克易手意味着什么？

据俄罗斯国防部3日消
息，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当日
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
斯克地区。当晚，乌克兰武
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
体发文称，乌军被迫撤出卢
甘斯克的利西昌斯克市。

分析人士指出，完全控
制卢甘斯克后，俄军可集中
力量向顿涅茨克地区推进，
以完成俄特别军事行动第
二阶段目标。另一方面，美
国及其盟友正继续加大对
乌政治军事支持力度，没有
劝和促谈意愿，因此，俄乌
和谈短期内恐无法恢复。

5月下旬结束在乌南部战略重镇马
里乌波尔的军事行动后，腾出大量兵力
的俄军与顿巴斯地区民间武装完成整
编合并，集中力量推进在卢甘斯克地区
的行动。

上月25日，俄国防部宣布控制卢
甘斯克重要城市北顿涅茨克。绍伊古
7月3日向俄总统普京汇报说，得益于
成功的战斗行动，俄军和卢甘斯克武

装力量已完全控制了利西昌斯克市及
其周边居民点。至此，俄军已“解放”
卢甘斯克地区。

俄《国防》杂志主编伊戈尔·科罗琴
科表示，完成对利西昌斯克的控制具有
重要战术意义，有利于俄军集中力量推
进在顿涅茨克方向的行动，实现俄特别
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目标。

与此同时，由于北顿涅茨克市和利

西昌斯克市是乌军的重要集中地和防
御中心，取得控制权将助力俄方提升军
队士气、争取到更多国内民众支持。

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研究所副所长
弗拉基米尔·扎里欣说，俄军完全控制
卢甘斯克使得乌克兰政府无法隐瞒前
线的真实情况，这或将导致乌军整体士
气低落，甚至可能还会影响西方对乌的
武器供应力度。

观 天下

丹麦警方4日凌晨证实，首都哥本哈
根南部阿迈厄岛一大型购物中心3日下
午发生枪击案，造成两男一女共3人死
亡，另有多人受伤。一名22岁的丹麦白
人男子案发不久在现场附近被警方逮捕。

据报道，死亡的3个人，包括一名
17岁丹麦男子、一名17岁丹麦女子以
及一名47岁俄罗斯男子。4人受枪伤，
另有二三十人在逃跑过程中受轻伤。
这是2015年2月以来丹麦发生的最严

重枪击事件。
哥本哈根警察局总督察瑟伦·托马森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警方当天下午接到报
案后，迅速赶赴菲尔兹购物中心枪击案现
场，并在购物中心外逮捕一名嫌犯。该男
子在被捕时持有一把来福枪及弹药。托
马森说，现有证据未显示这是一起恐怖
袭击，未发现枪手有同谋。嫌疑人22
岁，男性，有精神疾病史，作案前“有某些
预谋和准备”，在购物中心射击时看似随
机选择目标。

事发购物中心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
以南约5公里，事发17时30分左右，正
值周末商场人流高峰期。据现场目击者
说，商场内民众惊慌中四散奔逃。

丹麦电视二台公布了一张据称是枪
手的模糊照片，显示一名男子身穿及膝
短裤、无袖上衣，右手似乎持一把步枪。
一些目击者描述，枪手身高约1.8米，一
开始声称自己拿了一把假枪。法新社援
引警方消息报道，警方认为，社交媒体上
出现的一些视频的确是嫌疑人所发。视
频画面中，嫌疑人拿着枪，称精神疾病治

疗“不管用”，还做出自杀手势。
“人们开始以为是小偷……然后，我

突然听到枪响，于是跳到了商店柜台后
面。”目击者丽克·列万多夫斯基告诉丹
麦电视二台：“他不是向天花板和地板开
枪，而是冲着人群。”

还有目击者告诉这家媒体，听到第
一声枪响时，他们看到人群冲向购物中
心出口。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突然向出口
跑去，然后我们听到一声巨响。”泰娅·施
密特说，她事发时在购物中心，“然后我
们也跑了出去”。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3日
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丹麦遭遇“残酷袭
击”，呼吁民众“团结一致，相互支持”。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发表声明，向遇
难者家属表示同情。

按美联社说法，枪支暴力事件在丹
麦不常见。2015年2月，一名22岁男子
在哥本哈根发动枪击，造成两人死亡，多
名警察受伤，后在与警察对峙中被击毙。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丹麦首都发生枪击事件致3死多伤
是7年以来丹麦发生的最严重枪击事件，初步排除恐袭

这是7月1日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州莱基港拍摄的“振华28”轮。
7月1日，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拉各斯州莱基港迎来搭载港

机设备的“振华28”轮停靠，这是在建的莱基港迎接的第一艘货轮。 新华社发

中企承建的尼日利亚深水港成功停靠首艘货轮

新华社安卡拉7月4日电（记者李
振北）土耳其统计局4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土耳其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78.6%，高于5月的73.5%，创
下自199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6月
土耳其交通价格上涨123.4%，显著高
于当月整体通胀水平。此外，当月食
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上涨93.9%，家
具和家用设备价格上涨81.1%。

今年以来，土耳其通胀率一直高
位运行。尽管如此，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一直反对高利率。埃尔多安在6
月初表示，土耳其政府正在实施“真正
的”经济改革方案，将继续降低利率。

去年9月至12月，土耳其央行连
续四个月降息，将基准利率共下调
500个基点。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
去年累计下跌44%，今年1月以来累
计下跌超过20%。

土耳其6月CPI同比上涨78.6%

7月4日，一架救援直升机飞过意大利北部马尔莫拉达山区发生滑坡的高
山冰川。

意大利北部马尔莫拉达山区一座高山冰川3日发生滑坡，造成至少6人死
亡，另有至少12人失踪。当地官员说，冰川滑坡还造成至少8人受伤，其中1人
伤势严重。目前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当地政府
说，该地区存在继续滑坡的风险。 新华社/法新

意大利一座冰川发生滑坡至少6人死亡12人失踪

斯里兰卡电力和能源部长坎恰
纳·维杰塞克拉3日警告，斯里兰卡汽
油库存即将见底。

维杰塞克拉当天说，斯里兰卡现
有1.2万多吨柴油和4061吨汽油库
存，汽油余量甚至不足以支撑平常一
日需求。新一批柴油预计将在近日运
抵，汽油预计本月下旬到货。

为应对燃油紧缺，斯里兰卡上周
起暂时禁止非必要车辆加油，关闭学
校，要求民众居家办公。

燃油短缺同时，斯里兰卡政府财
政状况恶化，眼下背负沉重债务并面
临外汇短缺。维杰塞克拉3日说，斯

里兰卡中央银行可能仅能为进口能源
支付1.25亿美元，远低于按计划进口
所需的5.87亿美元。

路透社3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将就一项30亿美元援助方案与
斯里兰卡继续谈判。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斯里兰卡政
府已派官员出访俄罗斯和卡塔尔，以
寻求获得更便宜的石油供应。

伊朗媒体去年年底报道，伊朗政
府已经同意斯里兰卡以分期交付茶叶
的方式偿还石油债务。斯里兰卡当时
提出每月向伊朗运送价值500万美元
的茶叶。 卜晓明（新华社微特稿）

斯里兰卡汽油库存即将见底

7月3日，人们撤离哥本哈根发生枪击事件的菲尔兹购物中心。新华社/美联

最新一起警察枪杀黑人事件视频曝光，民众在阿克伦市游行示威

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谋杀”

非洲裔占美国

总人口的比例为 13%

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市警方3日
发布视频，公开6月27日8名警察追击

并最终枪杀25岁黑人男子杰兰·沃克的
部分经过。
法医检验报告显示，沃克身上有60多

处枪伤。
阿克伦市警察局3日在新闻发布

会上播放几段事件相关视频。画面显
示，沃克因涉嫌交通违规遭警方追逐，几

分钟后沃克驾驶的车辆减速，他跳车逃跑。警察下车追赶沃
克至一处停车场，随后响起枪声。由于执法记录仪画面模糊，
无法看清停车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按阿克伦市警方的说法，警察驾车追捕沃克期间，听见他的车
内传出一声枪响，且沃克步行逃跑期间似乎转身朝向警察。警方认
为他当时携带武器，构成“致命威胁”。

不过，沃克跳车逃跑时并未携带武器，警方事后在他的车内发现
一支手枪。

沃克一家的代理律师博比·迪塞略说，他的团队没有发现证明沃
克开枪的证据。而且，根据执法记录仪画面，警察开枪时，沃克背对他
们，沃克倒地后，警察继续朝他开火。

共计8名警察参与这起事件。据法新社报道，8人都向沃克开过
枪。阿克伦市警察局长史蒂夫·迈利特说，不清楚这些警察总共向沃
克开了多少枪。对这起事件的独立调查已经启动。

依据法医报告，沃克身上有60多处枪伤，伤及头部、躯干和双腿。由
于子弹击中或击穿人体时都会造成枪伤，故暂不清楚沃克身中多少枪。

这是美国发生的最新一起警察枪杀黑人事件。美国全国有色人
种协进会主席德里克·约翰逊在一份声明中说，沃克之死“针对黑
人，是谋杀”。

数百人3日手持“为杰兰·沃克伸张正义”等标语，在阿克伦市
游行示威。此前，阿克伦市已连续多日出现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和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市长丹·霍里根取消了当地的独立日
庆祝活动，同时呼吁民众和平示威。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饱受诟病

美国至少 1124人死于警方暴力执法

其中非洲裔占比超过20%
2021年

据美国“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统计

（据新华社7月3日电） 制图/孙发强

和谈难期

重要意义

⬇ 7月3日，抗议者在美国俄亥俄州
阿克伦市参加示威活动。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德黑兰7月4日电（记者
高文成）据伊朗外交部网站4日消息，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表示，美国在
卡塔尔首都多哈就恢复履行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举行的谈判中没有以“进
展和倡议为导向”。

阿卜杜拉希扬在与法国外长科隆
纳通话时做出上述表示。他说，伊朗
对在多哈举行的谈判持“积极评价”。

“伊朗就达成一项良好和持久的协议
是认真和真诚的，并在谈判期间一直
提出积极的建议和想法”。

他表示，美方出席在多哈举行的
谈判时并未遵循“以进展和倡议为导
向的方式”，伊朗认为重复过去的立场

不应取代提出政治倡议。
他还表示，外交之路现在是敞开

的，但需要观察美方将如何利用此次
外交机会。“伊朗一直致力于履行其义
务，期望其他各方也正确履行其义
务”。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
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
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
裁。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协
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
措施。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
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
措施“可逆”。

伊朗外长：

美在多哈举行的谈判中未遵循“倡议导向”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4日宣布，俄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今年不会向美
国方面发国庆日贺电，原因是美方对
俄方的不友好政策达到“顶峰”。

4日是美国第246个独立日，即
国庆日。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在问答相关问题时说：“今年
将不会发贺电。”

他解释道，“今年，美国对俄罗
斯的不友好政策达到顶峰”，“因而，
在这种情况下，发这样的祝贺难说
合适”。

俄罗斯2月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
事行动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俄罗
斯施加空前制裁。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国庆日 俄方：今年没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