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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方说俄军正向基辅市中心移动
泽连斯基呼吁俄方展开谈判
俄总统新闻秘书：
俄总统新闻秘书
：
普京计划派代表团赴明斯克同乌方谈判

p

新华社北京 2 月 25 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乌克兰方面 25 日
说，俄军正快速向乌首都基辅市中心
移动。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俄
罗斯就停止军事行动展开谈判。
——据乌通社报道，乌克兰国防
部副部长安娜·马利亚尔 25 日在社交
媒体上说，俄军缴获了两辆乌军车辆
并换上乌军的制服，带领一支车队由
基辅北部奥博隆快速向基辅市中心
移动。
——据乌克兰总统新闻局消息，
泽连斯基 25 日在视频讲话中呼吁俄
罗斯就停止军事行动进行谈判。他
说，不管怎么样，俄罗斯迟早都要与
乌克兰进行谈判，讨论如何停止军事
行动等问题。他还说，美国和其他国
家一天前宣布的制裁措施不会让俄
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泽连斯基 25 日凌晨发表视
频讲话，表示乌克兰在独自作战，目
前乌方已有 137 人死亡，另有 316 人
受伤。在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责怪
美西方国家没有给乌克兰提供实际
支持，只是乌军在独立战斗，没有任
何国家向乌克兰作出派兵保证。
——据俄罗斯国防部网站 24 日
发布的通报，俄武装部队在袭击中摧
毁了乌克兰 74 个地面军事基础设施，
包括 11 个空军机场、3 个指挥所、18
个雷达站等。俄空天军一架苏-25 攻
击机在行动中因驾驶失误坠毁，飞行
员安全弹跳逃生。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
多利亚克 24 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经过激烈战斗，乌克兰军队失去了对
切尔诺贝利核设施的控制，该核设施
已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目前核设施
状况、核废料管控和储存情况不明。
——泽连斯基 24 日晚发布军事
动员令，授权乌军总参谋部决定可以
参战的人员数量、后备军数量，以及
发布召集令。泽连斯基同时要求政
府给此次全国军事动员提供财政支
持。当晚，基辅市开始向市民和志愿
者发放武器。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
西 24 日在旧金山对媒体表示，国会议
员正在讨论向乌克兰人民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并有意向乌克兰提供总价
值达 6 亿美元的“致命性防御武器”，
帮助该国“打赢自己的战争”。美国
总统拜登当天公布新一轮对俄经济
制裁措施，并宣布向欧洲增加军事部
署。但他再次强调，美军不会进入乌
克兰与俄军交战。此外，英国首相约
翰逊当天也宣布了新一轮针对俄罗
斯的经济和金融制裁。
——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沙
希德 24 日就乌克兰局势发表声明，呼
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立即停止交
火，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他同时呼吁
所有会员国遵守国际法和国际人道
主义法规定的义务，确保人道主义援
助物资“安全并不受阻碍地”进入乌
克兰。
（参与记者：李东旭、黄河、华
迪、邓仙来、杜鹃、王建刚、王晨笛）

当地时间 24 日清晨 5 时左右
时左右，
，乌克
兰首都基辅市上空传出爆炸声和战斗
机的轰鸣声，
机的轰鸣声
，基辅市中心随后响起防空
警报。
警报
。持续约 10 分钟的警报声
分钟的警报声，
，让众多
基辅居民在惊慌和茫然中开启了紧张
不安的一天。
不安的一天
。 新华社记者 李东旭 摄

俄国防部：
俄军已从西侧完成对基辅的封锁

新华社莫斯
科 2 月 25 日电（记者黄
河）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 25 日
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
表示，俄总统普京准备派代表团前往白俄
罗斯首都明斯克与乌克兰方面谈判。俄方
代表团将包括国防部、外交部和克里姆林
宫的代表。
报道援引佩斯科夫的话说，乌总统泽
连斯基宣布准备与俄方讨论乌克兰的中立
地位。佩斯科夫说，普京此前表示，这次
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帮助“顿涅茨克人
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并
实现乌克兰的去军事化，这些都是中立地
位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佩斯科夫还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
科向普京保证，明斯克已准备好为俄乌谈
判创造一切条件。
另据塔斯社 25 日稍早时候报道，佩斯
科夫当天表示，关于乌方准备与俄方就乌
克兰中立地位进行谈判的声明，仍有待分
析。但总的来说，这可以被视为一个积极
信号。他同时表示，目前还无法透露普京
和泽连斯基近期是否会进行接触。

据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25 日电（记者黄河）俄罗斯国防部
网站 25 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已从西侧完成对乌克兰首都基
辅的封锁。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在通报中说，俄军
24 日在位于基辅郊区的戈斯托梅利机场区域成功实施空降
行动，200 多架直升机参与行动。科纳申科夫表示，俄军不
会袭击基辅的居民区。

俄国防部称已控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
据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25 日电（记者华迪）俄国防部发言
人科纳申科夫 25 日表示，俄罗斯空降兵已完全控制了切尔
诺贝利核电站地区。
科纳申科夫在通报特别军事行动成果时称，俄罗斯空
降兵 24 日已完全控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并与乌方核
电站保护营军人就共同保障核电站设施达成协议。科纳申
科夫说，核电站地区的辐射水平正常，工作人员正继续对
设施进行正常维护并对放射性情况进行监测。

乌克兰总统发布全国军事动员令
据新华社基辅 2 月 25 日电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基 25 日凌晨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乌克兰在独自作
战。此前，他已发布为期 90 天的全国军事动员令。
在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责怪美西方国家没有
给乌克兰提供实际支持，只是乌军在独立战斗，没
有任何国家向乌克兰作出派兵保证。他同时表示，
乌克兰并不害怕与俄就乌中立地位进行谈判。

联合国宣布拨款 2000 万美元
用于乌克兰危机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据新华社联合国 2 月 24 日电（记者王建刚）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4 日宣布，联合国将立即从其
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 2000 万美元，用于乌克兰及
其周边地区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遵守国际人权法
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把保护平民放在首位。

美国会有意援助乌 6 亿美元武器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24 日电（记者 邓仙
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24 日表示，
美国国会有意向乌克兰援助价值 6 亿美元武
器装备。
拜登说，美国已将目前驻扎在欧洲的部
分美国陆军和空军力量调往爱沙尼亚、拉脱
维亚和立陶宛。另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防部
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已命
令从美国国内调遣 7000 名美军至德国。

拜登公布对俄经济制裁措施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24 日电（记者 邓仙
来 孙丁）根据白宫发布的说明，本轮制裁对象
包括俄国有银行俄罗斯储蓄银行和另外四家
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若干与俄政府有关联的
个人及其亲属等。拜登在讲话中表示，最新
制裁措施将冻结上述四家俄金融机构全部在
美资产；限制俄使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
元进行商业交易的能力。

英国宣布新一轮对俄经济制裁
据新华社伦敦 2 月 24 日电（记者杜鹃）英
国政府当天对俄罗斯出台“最大规模、最严
厉的经济制裁”，内容包括将俄罗斯外贸银行
在英资产全部冻结，冻结超过 100 个俄罗斯
实体、个人等的资产，禁止俄罗斯国际航空
公司航班在英国降落等。约翰逊说，英国致
力于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英国金融体系之
外，阻止它们获取英镑或通过英国结算”。

乌克兰危机升级加剧欧洲油气市场波动
随着乌克兰局势骤然升级，欧
洲股票、外汇、大宗商品等市场 24
日大幅震荡，油气市场价格更是出
现巨幅波动。数据显示，当天伦敦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
破每桶 105 美元，创下 7 年多来新

高。被视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
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TTF）近
月天然气价格当天上涨 33%，英国
天然气期货价格涨幅超过 35%。
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首
席经济学家毛旭新认为，一旦“北

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不能继续推
进，能源价格上涨几乎不可避免。
能源价格如果维持当前水平，将推
动欧洲 CPI 至少上涨 1%。
（据新华
社伦敦 2 月 24 日电 记者杨海若 黄
泽民 赵修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