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本版责编/鲍 宏

乌克兰局势

经 济

观天下

2022年 8月 10日 星期三 国际新闻 A3

中方代表主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
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

新华社联合国 8 月 8 日电应中
国、阿联酋、法国、爱尔兰、挪威要求，
联合国安理会 8 日就加沙局势举行紧
急公开会。 中国是安理会 8 月轮值主
席，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主持会
议并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在推进“两国
方案”方面采取实质性步骤，早日实现
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张军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
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7 日达成停火协
议，为过去几天加沙地带的激烈冲突按
下暂停键。 当前地面局势依然十分脆
弱。 安理会有责任密切关注，防止局势
进一步恶化。 达成停火协议仅仅是开
始，停火止暴关键在落实。 相关外交努
力还应持续下去，让加沙局势尽早恢复
全面平静。

张军表示， 巴以局势之所以屡陷
动荡， 根本上是因为中东和平进程偏
离原有正确轨道，“两国方案” 基础不

断受到侵蚀， 联合国决议没有得到切
实执行， 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权利一再
受到侵害。

张军指出， 零敲碎打的危机管控
不能取代全面公正的解决方案， 有限
的经济人道措施无法抹平政治安全欠
账， 个别国家政策不能取代长期形成
的国际共识与多边进程。 国际社会必
须着眼长远，直面根源性问题，开展外
交行动， 尽快重启和平进程， 在推进
“两国方案” 方面采取实质性步骤，让
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充分权利， 早日实
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 公正、 持久解
决。 安理会应该认真聆听巴勒斯坦人
民呼声，排除干扰，采取有效行动，把
希望和正义还给巴勒斯坦人民。

与会代表感谢中国和有关国家倡
议召开此次紧急公开会， 对加沙冲突
造成的平民伤亡表示严重关切， 普遍
呼吁全面落实 8 月 7 日达成的停火协
议，推动局势尽快降温。各方重申支持
“两国方案”， 认为国际社会和安理会
应切实推进中东和平进程， 早日实现
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储油设施火势蔓延
古巴电力系统受冲击

古巴马坦萨斯省一处储油基地发
生燃爆事故， 截至 8 日火灾造成至少
1 人死亡、10 余人失踪、超过 120 人受
伤。火灾影响古巴燃料供应，一座主要
热电厂被迫关闭， 当地电力系统受到
冲击。

事发储油基地位于马坦萨斯省马
坦萨斯市，共有 8 个储油罐。 据古巴官
方媒体报道， 一个储油罐 5 日晚遭雷
击后起火。次日凌晨，火势蔓延至旁边
一个储油罐，后者发生多次爆炸。

据美联社报道， 消防员向剩余储
油罐喷水降温，但未能阻止火势蔓延。
8 日黎明时分， 火灾蔓延至第三个储
油罐。

马坦萨斯省省长马里奥·萨维内
斯说 ，过火面积 “非常大 ”，灭火工作
“相当复杂”。

古巴国家石油公司说， 第一个起
火储油罐里存有大约 2.6 万立方米原
油，占总容积一半；第二个储油罐存有
满容积、5.2 万立方米燃油。 第三个储
油罐总容积同样为 5.2 万立方米 ，实
际存量尚不清楚。

据路透社报道，8 日晚些时候，火
势波及第四个储油罐。

官方最新消息证实，一名 60 岁消
防员已被确认死亡， 上百名伤者中多

数是烧伤， 目前仍有 24 人住院治疗，
其中 5 人生命垂危。 大约 5000 人从灾
区周围疏散。

萨维内斯说，由于火场温度过高，
暂时无法搜寻失踪人员。

来自墨西哥、 委内瑞拉的救援小
组 7 日抵达古巴。 古巴政府说，灭火工
作正在加紧进行。

火灾产生的浓烟不断扩散， 距离
马坦萨斯港工业区约 100 公里的首都
哈瓦那受到影响。 马坦萨斯省政府建
议当地民众戴口罩，尽量待在室内，以
防吸入烟雾中的有害物质。 卫生官员
正在监测空气质量。

由于燃料短缺、 发电厂设备老化
等问题，古巴目前电力供应紧张，多地
采取限电停电措施。

按路透社说法， 马坦萨斯是古巴
接收进口原油和燃油的最大港口，储
存在此的燃油主要用于发电。 这起储
油罐燃爆事故可能加重古巴电力系统
负担。

官方媒体“古巴辩论”网站报道，
古巴电力公司 8 日下午宣布， 受火灾
影响，储油基地附近的安东尼奥·吉特
拉斯热电厂被迫关闭。 这家热电厂为
古巴西部地区供电。

（新华社专特稿 刘曦）

极端组织袭击马里武装部队
致 21人死亡

马里军方 8 日证实， 极端组织 7
日在马里与布基纳法索、 尼日尔交界
的泰西特镇附近袭击马里武装部队，
造成至少 17 名士兵死亡，另有 4 名平
民丧生。

法新社援引马里军方消息报道，
极端组织袭击还导致 22 名士兵受伤、
9 名士兵失踪，死亡人数可能上升。

尚无任何组织“认领”袭击。 马里
军方 7 日在声明中指认极端组织 “大
撒哈拉伊斯兰国”实施此次袭击。

按照军方8日说法，遭到袭击后，武
装部队在反击中击毙对方 7名“可能”来
自“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且
对方拉走“数量不明的死伤人员”。

马里武装部队在地处马里、 布基

纳法索、 尼日尔交界处的泰西特镇附
近设有军营， 频繁遭到地区极端组织
袭击。

为争夺三国交界地带的势力范
围，自称“基地”组织马里分支的“支持
伊斯兰与穆斯林” 与宣布效忠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时常爆发冲突。

近年来，关联“基地”“伊斯兰国”
的极端组织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
尔等萨赫勒地区异常活跃， 频繁实施
恐怖袭击，导致重大人员伤亡，令萨赫
勒地区这一撒哈拉沙漠以南横贯非洲
大陆的狭长地带成为非洲恐怖主义活
动最猖獗的地区。

（新华社微特稿 蒋国鹏）

英报告批评伦敦警方
对未成年人不当脱衣搜身

8 月 8 日，人们从英国伦敦街头的警车旁走过。
英国 8 日正式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 年至 2020 年间有 650 名英国未成

年人遭伦敦警方脱衣搜身，其中非洲裔占多数，且不少检查未按规定在相关成年
人陪同下进行。 新华社记者 李 颖 摄

欧洲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多家欧洲跨国企业近期相继发布的
今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在新冠疫情反复、
供应链中断、 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对全
球经济造成冲击的背景下， 这些跨国企
业上半年仍实现营收增长， 其在中国市
场业绩表现尤为突出。 这为它们在中国
市场继续扩大投资注入动力。

中国市场业绩不俗
今年上半年， 欧洲汽车制造商在中

国市场销售成绩亮眼。 大众汽车集团表
示，中国是其第二大、也是增长最快的纯
电动汽车市场， 上半年大众向中国客户
交付了 6.35 万辆纯电动汽车，是 2021 年

的三倍多。 此外，宝马上半年在中国的纯
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74.8%。 梅赛德
斯-奔驰财报显示，上半年该公司全球交
付乘用车 98.52 万辆， 其中中国市场共
交付 35.58 万辆。 德国汽车技术供应商
采埃孚财报显示， 该公司上半年在以中
国为引领的亚太区实现了 40.5 亿欧元
的销售额， 在利润和自由现金流方面表
现强劲。

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上半年在大中
华区实现营业额 61.7 亿欧元，同比增长
11.5%。

消费品方面， 英国快消品公司利洁
时表示， 中国市场增长强劲推动部分消
毒产品销售增长，维生素、矿物质和补充
剂等在中国市场销售也有良好表现。

法国美妆巨头欧莱雅上半年新兴市
场销售额涨势尤为强劲， 中国所在的北

亚市场同比增长 10.5%。
法国食品公司达能财报显示， 上半

年实现销售收入 133 亿欧元， 同比增长
7.4%。 第二季度，中国市场婴幼儿配方奶
粉业务实现中高个位数增长。

持续投资中国市场
中国巨大的消费能力、 完善的制造

业集群和合理的资源要素配置等在助力
欧洲跨国企业取得业绩增长的同时，也
增强其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 中国市
场的魅力正持续对其形成强大吸引力。

采埃孚集团董事柯皓哲说 ：“集团
在中国的第四家研发中心———广州技
术中心今年春天破土动工。 此外，上半
年我们还在各领域启动了多个关键项
目。 ”

今年 7 月巴斯夫集团作出投资决

策，全面推进其位于广东省湛江市的一
体化基地项目 ， 该项目正稳步按期推
进，到 2030 年投资额将达 100 亿欧元 。
集团预计，到 2030 年，全球化学品生产
增量的三分之二将来自中国。

渣打集团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业
务收入为同期最佳表现，中国在未来几
年为渣打提供重要战略机遇。 渣打将把
握住机遇，继续投资中国市场。

德国大型折扣零售商奥乐齐 7 月
表示， 正考虑在中国进一步扩大业务，
计划开设至少 100 家新店。 奥乐齐中国
董事总经理罗曼·拉辛格说：“中国现在
和将来都是最有魅力的市场之一。 ”中
国线上市场提供的个性化服务、数字营
销、多样化渠道和快速送货等给他留下
深刻印象。（新华社法兰克福 8 月 9 日电

记者 何丽丽 朱 晟）

中国倡议联合国安理会重视非洲能力建设问题

新华社联合国 8 月 8 日电 根据中
国作为本月轮值主席提出的倡议， 联合
国安理会 8 日举行主题为 “非洲和平与
安全：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持久和平”的
公开辩论会。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主持会议。

当前，非洲国家面临新冠疫情、战乱
冲突、气候变化、能源粮食等多重冲击，
迫切希望国际社会加大关注和投入。 中
国倡议举办此次公开辩论会， 旨在为会
员国搭建对话平台， 深入了解非洲面临
的困难挑战和真实需求。 中国代表团在
会前提出概念文件， 针对非洲国家长期
面临的治理能力薄弱、 维护和平手段有
限、资源不足等问题，强调支持非洲国家

加强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 呼吁国际社
会帮助非洲国家提升政府治理、 可持续
发展、反恐、维护共同安全、应对风险和
挑战等方面能力建设，实现持久和平。

张军在会上发言指出， 中国一直与
非洲相互支持，命运与共。 作为发展中国
家，对非洲的遭遇和需求感同身受。 帮助
非洲实现长治久安， 必须持续不断加大
投入，能力建设是最关键的环节。 帮助非
洲提升能力建设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
任， 强烈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非洲加强政
府治理能力、安全部门履职能力、提高可
持续发展能力、 培养壮大人才队伍等四
方面能力建设。

张军指出， 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必须
坚持正确的方向， 应该尊重和信任非洲
国家政府，支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不能
为援助附加政治条件， 不能干涉非洲国
家内政甚至越俎代庖取代当地政府作

用。 要支持非洲国家提升安全部门履职
能力。 要全面审查联合国在非洲维和行
动，改革不适应形势的做法。要及时调整
和取消对非洲国家武器禁运， 切实解决
非盟和平行动供资问题。

张军强调，当主要经济体出于自身
需要调整货币政策时，其外溢效应在非
洲就可能掀起金融龙卷风 。 当非洲面
临粮食和能源短缺时，发达国家的主要
粮商和石油企业却赚得盆满钵满 。 非
洲国家强烈希望摆脱这种不公平的待
遇，国际社会有责任予以支持。 发达国
家要尽快兑现气候融资方面的承诺，向
非洲补上历史欠账 。 要支持非洲国家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让当事国拥有更
多资源手段维护安全 。 要支持非洲国
家培养壮大人才队伍，帮助非洲国家根
据发展重建 、经济社会需要 ，培养更多
急需人才。

张军表示， 中国始终秉持正确义利
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发展对非关系。 中国
愿同非洲国家一道， 以推动落实全球安
全倡议为契机， 促进非洲实现可持续的
和平与安全。 中国愿积极推进全球发展
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成果， 深化务实合
作，更好造福于非洲。

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作为安理会
主席倡议举办此次会议， 积极评价中国
为支持非洲和平发展所作贡献。 非盟委
员会政治事务与和平安全委员班科莱认
为， 能力建设对维护非洲持久和平至关
重要。 中国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倡议举
行本次会议，重要又及时，切中了非洲面
临的关键问题，符合非洲国家需要。与会
非洲国家表示， 会议有助于推动国际社
会积极回应非方关切， 帮助非洲提升维
护持久和平与发展的关键能力， 充分体
现了中国对非洲的大力支持。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10亿美元额外安全援助

新华社华盛
顿 8 月 8 日电
（记者 邓仙来）
美国国防部 8 日

宣布，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10 亿美元的额外安全
援助。 这是美国迄今向乌克兰提供的规模最大的单次安
全援助。

根据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 此轮安全援助包括分
别与美方此前向乌方提供的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弹系
统” 和 “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 适配的弹药、 7.5 万
发 155 毫米口径炮弹、 20 门 120 毫米口径迫击炮和 2 万
发适配炮弹、 1000 个 “标枪” 反坦克导弹系统、 数百个
AT4 反坦克火箭筒以及 50 辆装甲医疗救护车等。

声明说，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自去年 8 月以来第 18
次动用总统行政权力直接从国防部库存中调取援乌武
器， 也是单笔援助规模最大的一次。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
来， 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援助总额已达约 98
亿美元。

俄罗斯宣布暂时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设施核查机制
新华社莫斯科 8 月 8 日电（记者

赵冰）俄罗斯外交部 8 日说，俄方已通过
外交渠道通知美国，决定暂时退出《新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设施核查机制，将相
关俄设施从条约所规定的核查活动中撤
出。

俄外交部当天在其官网发表声明
说，俄方被迫采取这一措施，原因是“华
盛顿一直希望在不考虑当前现实条件的

情况下重启核查活动， 为美国创造单边
优势并剥夺俄罗斯在美国领土进行核查
的权利”。

声明指出，俄方一直努力确保严格按
照对等和平等的原则落实条约有关机制，
但这些原则现在没有得到遵守。 因为美国
对俄实施单边限制措施， 俄美之间正常的
空中交通中断， 美国及其盟友对俄飞机关
闭领空等，而与此同时，美国的检查人员并

未受到来自俄方的类似阻碍。
声明强调， 俄方此项措施是临时性

的，俄方致力于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的有关规定，并视该条约为“维护国
际安全与稳定的最重要工具”。 在解决恢
复《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所规定核查活
动涉及的问题之后， 俄方将立即取消此
项措施， 并重新开始全面执行相关核查
活动。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由美俄两国
2010 年签署，2011 年 2 月 5 日生效，有效
期 10 年。 美俄 《中导条约》2019 年失效
后， 这一条约成为两国间唯一军控条约。
2021 年 2 月 3 日， 俄美双方互换外交照
会，完成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
期协议的相关内部程序， 协议即日生效。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有效期延长至
2026 年 2 月 5 日，条约内容保持不变。

肯尼亚举行大选投票
8月 9日，选民在肯尼亚韦希加郡一投票站投票。 当日，肯尼亚举行大选投票。 新华社 发（约翰·奥科约 摄）

与杰哈德停火后 以色列逐步放松相关限制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 和以色列 7

日相继宣布就本轮冲突达成停火协议。 以色列方面 8
日开始逐步解除因局势紧张而在以色列南部地区及
对加沙地带采取的相关限制措施。

本月 1 日，以色列国防军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
逮捕杰哈德西岸地区领导人巴塞姆·萨阿迪等人。 随
后， 总部设在加沙地带的杰哈德宣布进入备战状态，
要用“最先进武器”袭击以色列。

为防范杰哈德发动袭击， 以方宣布关闭以色列与
加沙地带交界地区主要公路、 铁路等以及加沙地带巴
勒斯坦人员进出以色列的唯一陆路通道埃雷兹口岸。

5 日，以军向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击中多处杰哈德
目标。 杰哈德则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大量火箭弹。 持续
三天的冲突造成至少 44 人死亡、300 余人受伤， 是一
年多来巴以之间最严重冲突。

经联合国和埃及紧急斡旋，杰哈德与以方 7 日达
成停火协议。

以色列国防军 8 日宣布， 将重新开放埃雷兹口
岸，允许燃料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但暂时

禁止行人进出。 据以军方电台报道， 口岸或最早于 9
日重新向巴勒斯坦劳工开放。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加沙地带失业率接近 48%，
每天约有 1.2 万名巴勒斯坦人经埃雷兹口岸入境以色
列务工。 每当加沙地带局势紧张，以方通常会关闭埃
雷兹口岸，限制巴勒斯坦人入境。

此外，一度关闭的以色列与加沙地带交界地区主
要公路、铁路等已于 8 日恢复开放。 在邻近加沙地带
的以色列南部地区，城镇和社区公共生活服务恢复正
常，居民出行限制也已解除。

虽然局势趋于平静，但是当地舆论普遍认为这一
停火协议“较为脆弱”，由于彼此互信基础薄弱，加之
以往多次出现停火协议未能完全执行的情况，因此不
能完全排除战火再燃的可能。

按照杰哈德的说法，这一组织在埃及积极斡旋下
同意达成停火协议，“埃及承诺将努力说服以方释放
两名杰哈德人质”。 然而，以方官员明确表示，尚未同
意释放任何在押的杰哈德成员。

（新华社专特稿 王卓伦 张天朗）

巴菲特的投资公司已持
超两成西方石油公司股票

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
公司近日买入近 670 万股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股票， 使其
在西方石油公司持股比例超过 20%。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8 日公布的一份监管文件显
示，本月 4 日至 8 日，该公司斥资约 3.91 亿美元，买入近
670 万股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股票。

路透社报道，这一操作使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西
方石油公司所持股份增至 1.88 亿股，持股比例达 20.2%，
市值大约 113 亿美元。

此外，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有价值 100 亿美元的
西方石油公司优先股。 2019 年，该公司利用这些优先股融
资买入美国阿纳达科石油公司股票。

一些分析师认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可能最终收
购西方石油公司全部股票。

西方石油公司股价 8 日报收于每股 60.04 美元。 由于
乌克兰危机升级推升油价， 这家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已
经翻了一倍多。

路孚特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 按照分析师预测的平
均值，西方石油公司今年利润将达 105 亿美元。

（新华社微特稿 卜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