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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台湾和乌克兰问题
相提并论是在玩火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者温馨、
孙楠）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7 日在回答相
关问题时表示，美台相互勾连，个别人甚
至蓄意将台湾和乌克兰这两个有着本质
区别的问题相提并论，企图混淆视听，趁
乱渔利。这是在玩火，玩火者必将自焚。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4 月 6 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

如中国大陆“侵略”台湾，美有能力和决
心采取与制裁俄侵乌同样的行动。同
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表示，中方应
从西方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协调反应中
吸取教训，即任何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
均不可接受。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

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用什么方
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
无权干涉。
他强调，中国人民捍卫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
“我们愿以
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
前景，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

美国防部援助乌克兰无人机
普京向塞匈领导人通报俄乌谈判情况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
翰·柯比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将
使用总统拜登5日批准的1亿美元乌克
兰援助资金向乌提供额外的“标枪”反
坦克导弹和100架无人机。俄罗斯总统
普京6日分别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通电话，通报俄乌代
表团谈判的相关情况。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6日表
示，美国正在对“少量”在美乌克兰士兵
进行无人机操作训练，这些士兵不久将
返回乌克兰。柯比说，2021年8月迄今，
拜登已批准6批对乌军事设备援助。俄
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对乌
援助总额已超过17亿美元。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普京
6日分别与武契奇、欧尔班通电话，就双
边关系及乌克兰局势等热点问题进行
讨论，普京通报了俄乌代表团谈判的相
关情况。在与武契奇的通话中，双方重
申了进一步发展俄塞战略伙伴关系和
扩大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经贸联系的
共同意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上午
通过视频对爱尔兰参众两院发表演讲，
介绍乌克兰最新局势，呼吁爱尔兰等加
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爱尔兰总理
马丁随后发表讲话，表示愿进一步加大
对乌的支持力度。
——据塔斯社消息，俄军辐射、化
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6日在
联合国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说，美
国正利用国际法空白扩大其在世界各地
的军事生物潜力。基里洛夫指出，美国
在不同国家按照同一脚本建立生物实验
室，并将它们接入到一个统一的全球生
物状况监测系统。俄国防部数据显示，
自2005年以来，美国承包机构为军事生
物项目提供的资金总额已超过50亿美
元。 （参与记者：
华迪、张琪、邓仙来）

美国宣布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
新华社纽约4月6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白宫6日宣布新
一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制裁对象包
括俄主要金融机构和政府高级领导人
及其亲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即便机会甚微也要寻求与俄方谈判，
否则很难结束这场战事。
——根据白宫6日发布的消息，美
政府将对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俄罗
斯阿尔法银行实施全面制裁，冻结上
述两家银行在美资产并禁止美国人与
其进行交易；将禁止美国人在俄罗斯
进行新的投资，以“确保俄罗斯全球竞
争力受到持久性的削弱”；将禁止美国
人与重要的俄国有企业进行交易并冻
结相关企业在美资产；将对俄总统普
京的两个女儿、俄外长拉夫罗夫的妻
子和女儿、俄总理米舒斯京以及俄联
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实施个
人制裁，禁止他们的资产进入美国金
融系统并冻结其在美资产。此外，美
国财政部已禁止俄罗斯政府使用美国
管辖范围内的资金偿还其主权债务。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日报
道，泽连斯基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
时说，目前乌方与俄方谈判的意愿“并
不强烈”，但不管意愿如何，仍需采取
措施尽可能多地挽救生命。他说，自
己可能与普京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
行会晤，谈判地点不重要，重要的是最
终结果是什么，
“我们需要在一些事情
上尝试达成共识”
。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6日说，他
当天同普京通电话时建议普京立即宣
布停火，并邀请普京、乌克兰和法国总
统以及德国总理到布达佩斯举行会
晤。他说，会晤的目的是立即就俄乌

停火达成协议，而不是和平谈判，因为
和平谈判需要更长时间。
——乌克兰总统网站6日发布消
息说，泽连斯基当天指示乌内阁正式
终止与俄罗斯的贸易。乌俄冲突以
来，乌俄两国的进出口业务实际上已
处于停止状态。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6日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说，俄
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的
目标能够达成，俄方也能保障本国公
民安全。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武器给
俄方造成损失，但这些武器不足以阻
止俄方进攻和实现目标。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
娃6日表示，欧盟日前以“凭空捏造和
毫无根据的借口”宣布驱逐19名俄常
驻欧盟使团外交人员。俄方认为这是
公开的不友好行为，
“坚决不可接受”，
俄方将对此作出回应。欧盟应为这一
破坏性行为后果负全责。
——扎哈罗娃6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关于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提议是美国及其
盟友反俄活动的一部分。没有俄罗斯
的参与将有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普
遍性和客观性，并致使西方能够完全
控制人权领域。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
科夫6日说，自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
动以来，俄军已摧毁乌军125架固定
翼飞机、93架直升机、408架无人机、
227套防空导弹系统、1987辆坦克及
装甲车辆、216台多管火箭炮、862门
野战火炮和迫击炮、1888辆特种军用
车辆。
（参与记者：邓仙来、李东旭、李
铭、华迪、陈浩）

德国宣布将取消“自愿隔离” 继续“强制隔离”
新华社柏林4月7日电（记者张毅
荣）德国联邦卫生部长劳特巴赫6日表
示，此前宣布从下月开始允许新冠感染
者自愿进行隔离的措施是“错误的”，德
国将继续沿用新冠感染者强制隔离
政策。
劳特巴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说，在感染新冠病毒后终止隔离的安排
是“错误的，也不会到来”。他强调说，新

冠不是感冒，因此感染新冠后必须由卫
生当局
“安排并控制”
隔离。
劳特巴赫此前宣布，德国政府从5月
1日起取消对新冠感染者的强制隔离政
策，届时只“强烈建议”新冠感染者和接
触者自愿隔离5天并避免与他人接触。
目前，德国原则上取消了大多数新
冠防疫措施，仅要求人们在医院、护理机
构内以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戴口罩，

在中小学和养老院定期开展新冠病毒检
测，仅在疫情高发的“热点地区”实施更
加严格的防疫措施。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7
日公布的最新疫情数据显示，德国当天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01729例，累计确诊
22265788例；新增死亡病例328例，累计
死亡131036例；7天感染率（每10万人7
天内新增确诊病例数）为1251.3。

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赵立坚表示，当前台海局势面临新
一轮紧张，根源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倚
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
华”。
“美台相互勾连，个别人甚至蓄意将
台湾和乌克兰这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问
题相提并论，企图混淆视听，趁乱渔利。
这是在玩火，
玩火者必将自焚。
”

我国成功发射
高分三号 03 星
新华社酒泉 4 月 7 日电（李国利、
奉青玲）4 月 7 日 7 时 47 分，我国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
火箭，成功将高分三号 03 星发射升
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
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颗卫星主要用于获取可靠、稳
定的高分辨率 SAR 图像，为我国海洋
开发、陆地环境资源监测和应急防灾
减灾提供业务化应用数据支撑。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第 414 次飞行。

欧盟建立战略储备

应对核生化紧急事态
新华社布鲁塞尔 4 月 6 日电 欧
盟委员会 6 日表示，为提高对化学、生
物、放射和核威胁等公共卫生风险的
应对能力，欧盟委员会正在建立相关
物资的战略储备。
欧盟委员会当天在一份声明中
表示，人们可能会因意外灾难，例如
化工厂泄漏、核电站事故或传染病传
播等面临化学、生物、放射和核威胁
等公共卫生风险。欧盟正在为应对
此类威胁做好准备。欧盟委员会说，
该战略储备价值 5.405 亿欧元。

国际能源署宣布
其成员将释放
1.2亿桶石油储备
新华社巴黎4月7日电（记者刘
芳）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比
罗尔7日宣布，该机构成员国将释放
1.2亿桶石油储备，以应对俄乌冲突
影响。
比罗尔在社交媒体上说：
“ 国际
能源署正在推进集体释放1.2亿桶石
油储备（包括美国从其战略石油储备
中释放6000万桶）。”
据悉，美国此次将释放的6000万
桶，是美国总统拜登3月31日宣布的
1.8亿桶石油储备释放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国际能源署一个多月来第
二次宣布释放石油储备。3月1日，该
机构宣布释放6000万桶石油储备。
国 际 能 源 署 成 立 于 1974 年 ，包
括31个成员国，总计拥有15亿桶石
油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