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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捷克政府驱逐18名俄罗斯外交
人员，俄罗斯外交部17日警告说，捷克“完
全清楚”这一决定将导致何种后果。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捷克上
述举动可能促使俄方考虑关闭捷克驻俄罗
斯使馆。

捷克方面17日指认18名俄外交人员
关联2014年捷克一处军火库爆炸，说他们
是俄方情报人员，要求48小时内离境。

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17日说：“有
充分理由怀疑俄罗斯情报部门官员。”他
说，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了解此事，并完
全同意这一决定。

那处军火库位于捷克东南部，在首都
布拉格东南330公里。2014年10月，军火
库发生爆炸，造成2名捷克人死亡。

路透社报道，捷克上述举措触发1989
年以来捷克与俄罗斯最严重对立。捷克工
业部长卡雷尔·哈夫利切克17日说，最新
局势可能影响捷克方面决定是否邀请俄方
投标建设捷克杜科瓦尼核电站新机组。

美国驻捷克大使馆在社交媒体推特发
文说，美方“欣赏”捷克对俄举动，“与坚定
盟友同在”。捷克与美国同为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成员。

美国白宫15日宣布制裁多个俄罗斯
实体、驱逐多名俄外交官。俄方16日宣布
对等驱逐10名美国外交人员。

俄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17
日警告捷克将承担后果，“布拉格完全清楚
这些伎俩会导致什么”。

捷克政府宣布驱逐18名俄外交官后
不久，捷克警方发表声明，通缉两名俄罗斯
公民亚历山大·彼得罗夫和鲁斯兰·博希罗
夫。捷克警方怀疑两人2018年3月对俄前
情报人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父女使用神
经毒剂。

捷克警方一名发言人告诉俄罗斯卫星
通讯社，警方无法确认通缉彼得罗夫和博
希罗夫与2014年捷克军火库爆炸之间是
否有关联。

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布拉格4月17日电（记者
杨晓红）捷克政府17日以俄罗斯情报人员
涉嫌参与2014年捷克军火库爆炸事件为
由，要求18名俄罗斯驻捷克使馆人员48小
时内离境。
捷克总理巴比什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捷克情报和安全部门有“充分证据”怀
疑俄情报人员参与2014年捷克军火库爆
炸事件。作为回应，捷克将驱逐18名俄罗
斯驻捷使馆人员。他说，捷克总统泽曼了

解此事，并完全同意这一决定。
捷克第一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哈马

切克在同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18名俄
罗斯驻捷使馆人员被捷安全部门认定
为情报人员，他们必须在48小时内离开
捷克。
本月15日，美国政府以俄罗斯进行

网络袭击、干预美国选举等恶意活动为
由，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并驱逐10名俄
外交人员。

据新华社基辅4月17日电（记者 李
东旭）乌克兰外交部17日发表声明，要求
俄罗斯驻乌大使馆一名高级外交官自19
日起的72小时内离开乌克兰。

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俄方挑衅的回
应”。乌克兰外交部对乌驻俄罗斯圣彼得堡
总领事馆一名外交官16日遭俄方“非法拘
押”一事表示强烈抗议，完全拒绝俄方对乌

领事官员的指控。
受乌克兰东部局势升温影响，俄乌

关系近期进一步恶化。乌方称，俄罗斯
在乌俄边境地区集结军队，对乌安全构
成威胁。俄方则指出，北约国家及其他
势力的军事力量在俄边境地区正变得更
为活跃，这迫使俄方保持警惕，俄正采取
必要措施确保边境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4月 18日电（记者
杜鹃）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7日证实，乌
克兰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馆一名外
交官遭拘押，原因是他试图获得俄执法
和情报机构数据库内的机密信息。

乌克兰外交部说，涉事外交官被拘
留数小时后回到乌克兰驻圣彼得堡总领
事馆，乌方准备就这一事件作出回应。

俄罗斯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建议这
名外交官22日以前离境。

俄联邦安全局说，乌克兰驻圣彼得堡总
领馆领事亚历山大·索索纽克16日在圣彼得
堡市与一名俄罗斯公民会面，其间试图获取
俄执法机关和俄联邦安全局数据库内机密
信息。索索纽克当场遭拘留。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
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弗拉基米尔·贾巴罗夫
曾经在俄联邦安全局供职。他告诉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记者，俄方拘留索索纽克说明有
“无可争议的证据”显示他当时行为不当。

宣布驱逐18名俄使馆人员捷 克

据新华社北京4月 18日电（记者
包雪琳）乌克兰东部局势升温之际，俄罗
斯加强在黑海的军事存在。俄罗斯里海
舰队15艘舰船17日通过刻赤海峡，进入
黑海参加军事演习。路透社报道，俄北
方舰队派出两艘登陆舰前往黑海。

俄罗斯国防部前一天说，俄打算“临
时限制”外国军舰在黑海部分地区的活
动。俄海军没有说明军演会持续多久。

美国国防部16日说，美方认为俄方
局部封锁黑海是持续向乌克兰施压的手
段之一，呼吁俄方停止这样做。

俄多艘舰船前往黑海军演

韩国再添3个机场

运营“哪都不去”国际航班
韩国国土交通部18日说，运营“哪都不去”国际航班的机场

将增加3个，以帮助受新冠疫情重挫的机场和免税店经营者。
据韩联社报道，国土交通部定于5月起允许金浦、大邱和金海

机场运营这一低空观光游项目。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每个机场
每天执飞大约3个班次航班，以确保航班起降时间间隔。所有乘客
须在机场和机舱内戴口罩并接受3次以上测温，在机舱内不得随意
更换座位，禁止饮食，有疑似感染症状者将被限制登机。

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去年12月12日率先运营这一特殊观光
游项目。国土交通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韩国共7家航空
运营商的75个航班执飞这类航班，吸引大约8000名旅客。
“哪都不去”国际航班又称国际低空游航班，指航班起飞

出境飞行一段时间后返回原机场。乘客出境时将接受防疫检
查，入境时可免于新冠病毒检测和隔离，同时可享受免税购物
等国际旅客待遇。 新华社微特稿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7日说，俄联邦安
全局与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采取联合
行动，挫败一起试图推翻白俄罗斯政府并
刺杀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
政变图谋，并逮捕两名白俄罗斯人。
美联社报道，嫌疑人亚历山大·费杜

塔在上世纪90年代曾担任卢卡申科发言
人，后加入白俄罗斯反对派；另一嫌疑人
尤里·津科维奇为律师，有白俄罗斯和美
国双重国籍。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联邦安全局

声明报道，费杜塔和津科维奇试图于5月9
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卫国战争胜
利日游行时发起行动。行动计划包括夺取
并控制白俄罗斯电视台和电台、切断电网、

阻断通信等。
声明说，津科维奇先前曾飞赴美国和波

兰密谋行动计划，后在莫斯科一家餐厅与多
名所谓白俄罗斯“将领”会面。

俄联邦安全局声明说，俄方从白俄罗斯
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情报，展开行动，现已向
白俄罗斯移交嫌疑人。

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万·捷
特尔说，嫌疑人在做武力袭击准备，以推翻白
俄罗斯领导层、刺杀总统卢卡申科及其家人
和白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

卢卡申科17日说，调查人员发现外国势
力牵涉其中，“很可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或
中央情报局”。

白俄罗斯去年8月9日举行新一届总统
选举，卢卡申科以80.1%的得票率胜出，再次
当选总统。随后，明斯克等城市多次发生较
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对总统选举结果提
出质疑。一些西方国家以白总统选举存在舞
弊行为为由对其部分官员和机构实施制裁，
白俄罗斯施以反制。 新华社专特稿

白俄罗斯挫败一起政变图谋
俄白联手逮捕两名嫌疑人 卢卡申科：外国势力牵涉其中

国际原子能机构17日确认，伊朗在纳坦兹核设施开始生
产丰度为60%的浓缩铀。

国际原子能机构一名发言人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国
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17日向成员国提交了相
关报告。

伊朗提高浓缩铀丰度是为了回应纳坦兹核设施先前遭破坏。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代表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会谈，讨论美国和伊朗恢复履约事宜。路透社解读，伊朗提高
浓缩铀丰度可能给会谈蒙上阴影。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说，伊朗提高浓缩铀丰度无助于摆
脱僵局，“尽管如此，我们依然高兴伊朗同意继续参与（伊核协
议）讨论”。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希17日说，维也纳会
谈进入新阶段，伊朗与参会代表团展开“良好讨论”，伊方已经
提出可以作为谈判基础的协议草案。但他提醒，目前仍存在
严重分歧，今后几天将在技术层面继续磋商。 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伦敦4月18日电（记者孙晓玲）英国48家集团俱
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
经济表现亮眼，相信中国可以为全世界投资者提供最佳长期
投资机会。

佩里表示，在有效防控新冠疫情基础上，中国经济率先反
弹，令世界刮目相看。从长期来看，“最佳投资机会在中国和
‘一带一路’项目中”。

他认为，外国公司不仅有大量在中国获得成功的机会，也
有很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获得成功的机会。对一些主要经
济体和跨国公司来说，参与“一带一路”的最佳方法是与已经
在华投资的伙伴合作，以及在其他新兴市场与中国伙伴联手。

佩里指出，中国正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
中国将继续积极进口并吸引外资，这不但有利于中国人民，也
会帮助其他国家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一季度宏观数据近日陆续出炉，显示国民经济
实现稳健开局。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18.3%；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9.2%。

据新华社伦敦4月17日电（记者张代蕾梁希之）英国已
故菲利普亲王的葬礼17日在温莎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举行。

葬礼于当地时间17日下午3时开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王储查尔斯等30名王室成员身穿黑衣、戴黑色口罩出
席。部分民众在温莎城堡外献花悼念。

葬礼开始前，英国全国默哀一分钟。葬礼时长约50分
钟，全程电视转播。葬礼结束后，菲利普亲王的棺椁被送入圣
乔治教堂地下的王室墓室安葬。

按英国现阶段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要求，参加葬礼人数上
限为30人，因此出席当天葬礼的仅限王室成员。

按英国君主制，菲利普亲王的葬礼可按国葬规格举行。
但英国王室此前发表声明表示，按照菲利普亲王个人意愿并
得到女王批准，同时遵循英国政府防疫控制措施，本次葬礼按
王室葬礼规格举行，而非国葬。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

中国带来最佳长期投资机会

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

伊朗开始生产丰度60%浓缩铀

菲利普亲王葬礼在温莎城堡举行

30名英国王室成员出席

据新华社东京4月18日电（记者华义）日本栃木县17日
晚报告出现猪瘟疫情，共约3.7万头猪将被扑杀。这是日本
2018年发生猪瘟疫情以来扑杀猪数量最多的一次。

据栃木县政府和日本农林水产省17日发布的消息，栃木
县那须盐原市的两个养猪场出现猪瘟疫情，两个养猪场共饲
养2.8万头猪，没有发生疫情的另一个相关养猪场约9000头
猪也将同时被扑杀。

2018年9月，日本时隔26年再次发生猪瘟疫情，随后疫
情扩散至全国多地。到2020年9月，由于未能在两年内扑灭
猪瘟疫情，日本失去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定的猪瘟“净化
国”地位，这意味着日本产猪肉出口会受到影响。

日本栃木县出现猪瘟疫情
约3.7万头猪将被扑杀

交锋升级 互逐外交官

布拉格完全清楚“面临的后果”

据新华社芝加哥4月17日电（记者
徐静）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数百人
16日聚集在西北郊一处公园，抗议一名
警察在执法期间开枪射杀13岁少年亚
当·托莱多。

抗议者高举为托莱多伸张正义的标
语，一名演讲者高呼“（我们）受够了”。

15日，芝加哥警方公开托莱多事件执
法视频。那段视频由涉事警察埃里克·斯
蒂尔曼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拍摄。画面显
示，当地时间3月29日凌晨，斯蒂尔曼在芝
加哥市西区一处墨西哥裔聚居区的小巷内
追赶托莱多，命令他“站住”并举起双手。
托莱多似乎正要举起双手，斯蒂尔曼朝他
的胸部开了一枪。托莱多当场死亡。

定格查看视频画面，托莱多右手似乎
持有手枪形状物体。来自其他监控录像的
画面显示，托莱多在小巷一栅栏处停下，右
臂放在栅栏后面，做投掷动作，然后转向警
察举起双手。警方视频显示，栅栏后面有
一支可能是托莱多丢弃的手枪。

斯蒂尔曼的律师蒂姆·格雷丝告诉美
联社记者，托莱多当时“右手拿枪，看向警
察”，斯蒂尔曼别无选择，只能开枪。但托
莱多家人的律师阿迪娜·魏斯-奥尔蒂斯
说，托莱多服从斯蒂尔曼的命令放下武器，
这名警察“不应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

据新华社芝加哥4月18日电（记者 徐
静）据美国当地媒体18日报道，美国威斯
康星州基诺沙市一家酒吧当天凌晨发生枪
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

当地警方在18日清晨就此事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警方当天凌晨1时许接
到枪击报警。枪手行凶后逃离现场，警方
正在搜捕。2名伤者已送往当地医院。

警方表示，此次枪击是“目标明确的孤
立事件”。

歧视和仇恨
4月17日，民众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米尔布雷市
举行集会，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
行为和仇恨犯罪。 新华社发

美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

酒吧枪击事件3死2伤

芝加哥

抗议警察枪杀13岁少年

4月17日，警察在英国温莎城堡外执勤。 新华社发

短暂拘留乌克兰一外交官俄罗斯

俄罗斯 乌克兰

要求俄一名外交官72小时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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