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盟
对这一事件作出强烈反

应。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
24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白俄
罗斯迫使飞越其领空的航班迫
降并抓捕机上乘客的做法，表示
将采取必要措施禁止白俄罗斯
航班飞越欧盟领空。欧盟成员
国领导人还呼吁国际民用航空
组织紧急调查这一事件，并决定
尽快扩大对白俄罗斯人员和实
体的制裁。

美国总统拜登
24日发表声明说，美方对

此事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呼吁
就此事展开国际调查并立即释
放普罗塔谢维奇。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24日呼吁，各方不要对客

机迫降事件仓促下结论，应基于
所有信息作出清醒判断。他强
调，白当局已宣布在这一事件调
查上保持开放透明态度，在必要
时接受国际专家参与调查。同
时白俄罗斯已准备提供必要材
料，证明白航空部门的行为符合
国际规则。

各方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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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拉脱维亚互相驱逐外交官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杨洁篪通电话

法国证实

“罕见”变异新冠病毒
引发聚集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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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将暂时关闭驻阿富汗使馆

马里军方解除过渡总统总理职务

伊朗公布总统候选人名单

据新华社明斯克5月24日电（记者魏忠杰李佳）白俄罗斯外
交部24日对拉脱维亚方面侮辱白国旗一事表示强烈抗议，宣布拉
脱维亚驻白大使塞马尼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在一天内
离境。同一天，拉脱维亚外交部宣布驱逐白俄罗斯驻拉外交官。

据白通社报道，白方除要求塞马尼斯在一天内离境外，还要求
拉脱维亚驻白使馆所有外交官和使馆几乎全部行政技术人员于
48小时内离境，只允许一人留下来看守使馆馆舍。

据报道，正在拉脱维亚参加2021年冰球世锦赛的白俄罗斯运
动员住在拉首都里加一家酒店。24日早些时候，拉方将这家酒店
外悬挂的白俄罗斯国旗替换成白方宣布为“非法”的旗帜。

新华社堪培拉5月25日电（记者岳东兴白旭）澳大利亚总理
莫里森25日宣布，鉴于从阿富汗撤军带来的安全问题，澳政府决
定将在3天后暂时关闭位于阿首都喀布尔的澳驻阿使馆。

莫里森当天在声明中说，接下来几个月，随着澳大利亚等国驻
阿军队撤离，将面临“越来越不确定的安全环境”，澳驻阿使馆将于
28日关闭。

莫里森还表示，未来一旦条件允许，澳政府将在喀布尔重开使馆。
美国总统拜登4月14日宣布，驻阿富汗美军将于9月11日前完

全撤出。4月15日，莫里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澳大利亚将与美国
以及其他盟友一道在9月全部撤出驻阿军队。

据新华社德黑兰5月25日电（记者高文成王守宝）伊朗内政
部25日宣布，7名总统候选人通过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资格审
查，可参加将于6月举行的第13届总统选举。

根据伊朗内政部当天发布的公告，7名总统候选人包括伊朗
司法总监易卜拉欣·莱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前秘书、前首
席核谈判代表赛义德·贾利利，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伊朗议会研究中心
负责人阿里礼萨·扎卡尼，伊朗议会第一副议长阿米尔·侯赛因·加
吉扎德·哈希米，伊朗前副总统穆赫辛·迈赫拉利扎德，伊朗央行行
长阿卜杜勒纳赛尔·赫马提。

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前议长拉里贾尼、前总统艾哈迈
迪－内贾德等未通过资格审查。

据新华社巴黎5月25日电（记者陈晨）
法国卫生部门证实，波尔多市一个居民区
近日有超过50人被确诊感染一种“非常罕
见”的变异新冠病毒。法国卫生部门认为
这种变异新冠病毒是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
冠病毒基础上突变而成的。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和国家呼吸道感染
病毒参考中心联合完成并于日前公布的一
份报告说，该变异新冠病毒被命名为20I/
484Q，此前仅在法兰西岛等几个大区零星
的新冠病例中被检测到，然而最近法兰西
岛大区和新阿基坦大区出现了该变异病毒
的聚集性感染事件。其中新阿基坦大区首
府波尔多市一个居民区的聚集性感染事件
确诊病例已超50例。

波尔多市市长皮埃尔·于尔米克24日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地已经迅速采
取措施防止这一变异新冠病毒传播蔓
延。发生聚集性感染事件的居民区将于
26日建立一个临时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所
有成年居民都可以无条件尽快接种疫
苗。报告说，法卫生部门目前不掌握关于
20I/484Q变异病毒的流行病学、病毒学
或临床数据，其特征可能与英国发现的变
异新冠病毒B.1.1.7接近，因为它是由
B.1.1.7衍生出来的。

爱尔兰一客机因炸弹威胁降落明斯克国际机场 国际社会反应不一

白方：没“逼迫”，机组自主决定

遭逮捕的白俄罗斯记者罗曼·普罗塔
谢维奇24日在一段视频中承认，他参与煽
动去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即时通信软件“电报”上发布的一段视

频显示，普罗塔谢维奇身穿深色运动衫，双
手交叉放于胸前。他证实自己被关押在白
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一座羁押设施中，正配
合白方调查，身体没有抱恙。
白俄罗斯内务部经由“电报”软件发表

声明，否认有关普罗塔谢维奇被送进医院
的传言，说他没有声称自己身体不适。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3日

因炸弹威胁紧急降落在明斯克国际机场。
白方检查未发现爆炸物，稍后批准飞机继
续飞行。检查期间，白方执法人员从乘客
中逮捕普罗塔谢维奇。

普罗塔谢维奇现年26岁，在“电报”软
件上参与创办“内克斯塔”频道，这一频道
在组织反对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的抗议示威中发挥主要作用。白俄罗

斯政府去年把他列为恐怖主义活动嫌疑
人，发出通缉。

白俄罗斯去年8月举行总统选举，卢卡
申科高票胜出，实现连任。抗议者在明斯克
等城市举行较大规模抗议活动，质疑选举结
果。美国和欧洲联盟以这次选举存在舞弊
为由对白俄罗斯部分官员和机构实施制裁，
白俄罗斯实施反制措施。 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白俄罗斯
官员24日说，一些媒体关于白军机在边境
附近强迫一架客机改变航线的报道不属
实，客机机组人员在接到白方有关哈马斯
炸弹警告的通报后自主决定紧急降落白首
都明斯克国际机场，白军机随后才收到指
令起飞。国际社会对此事反应不一。

白俄罗斯交通运输部航空局局长西科
尔斯基2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明斯克国
际机场23日收到哈马斯武装人员发来的
英文电子邮件，其主要内容为：当天从希腊
首都雅典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航班
上装有炸弹，哈马斯武装人员要求以色列
停火、欧盟停止支持以色列，如要求得不到

满足则飞机在飞到维尔纽斯上空时炸弹将
被引爆。

西科尔斯基表示，该航班进入白领空
后，白航空调度人员立即向航班机组人员通
报了威胁信息，当时机组人员可选择在乌克
兰基辅、波兰华沙降落或继续飞往维尔纽斯
等地，白方曾建议降落明斯克但并未施压，
机组人员在数次核实白方收到信息的来源
后自主决定紧急降落明斯克国际机场。

白俄罗斯空军和武装力量防空兵司令
戈卢布说，客机机长决定改变航线紧急降
落白俄罗斯一分钟后，白军方才收到相关
指令，当天执勤的战机随后接到戈卢布的
命令起飞。

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克伊向媒体表
示，在客机紧急降落白俄罗斯后的10到15
分钟内，资深政客而非相关专家就开始发
表声明指责白俄罗斯，白方认为这是协调
一致的行动和有计划的挑衅行为。

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爱尔兰瑞安航
空公司一架客机23日因炸弹威胁紧急降
落在明斯克国际机场。飞机经检查未发现
爆炸装置，随后重新飞往立陶宛。目前，白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已对这起虚假炸弹事件
提起刑事诉讼。但有媒体报道，白俄罗斯
方面称客机上可能有炸弹并派遣战机“逼
迫”客机在明斯克降落，继而逮捕支持白反
对派记者罗曼·普罗塔谢维奇。

白俄罗斯遭逮捕记者承认参与煽动反政府活动

马来西亚首都地铁列车相撞事故

或与人为失误有关
逾200人受伤

据新华社吉隆坡5月25日电（记者
林昊郁玮）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魏家祥25
日表示，据初步调查，首都吉隆坡日前发
生的地铁列车相撞事故可能与人为操作
失误有关。

24日晚间，在吉隆坡市中心标志性
建筑双子塔附近的地铁隧道内，一列载
有213名乘客的列车与一列空驶列车发
生碰撞。

负责收治伤者的吉隆坡医院25日

傍晚说，该医院共收治了67名伤者，目
前已有61人出院，6人仍在接受治疗，其
中3人伤势严重。

图为救援人员转移事故伤者。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达喀尔5月25日电（记者 邢建桥）巴马科消息：马
里过渡副总统、前马里哗变军人领袖阿西米·戈伊塔25日发表声
明说，被捕的马里过渡总统巴·恩多和过渡总理莫克塔·瓦内已被
解除职务，以便马里政治过渡顺利进行。

戈伊塔在声明中说，恩多14日“单方面”接受过渡政府辞职，
并重新任命瓦内为过渡总理，且两人在组建新一届过渡政府时在
负责国防和安全的部长人选问题上未与他商讨，此举严重违反了
马里全国政治磋商会议通过的《过渡宪章》。

24日，恩多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过渡政府组成名单，但前
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的两名成员没有进入名单。随后，恩多和瓦
内被军人带至距巴马科约15公里的一处军营，就新一届过渡政府
名单进行“沟通”。

新华社莫斯科5月25日电（记者石昊
鲁金博）俄罗斯总统普京25日在索契同正
在莫斯科出席中俄第十六轮战略安全磋商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电话。

普京请杨洁篪转达致习近平主席的亲
切问候。他表示，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

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流至关重要。
俄方坚定致力于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愿进一步同中方密切
战略协调与配合，捍卫多边主义，为维护全
球战略稳定作出贡献。
杨洁篪转达习近平主席致普京总统的

诚挚问候和口信。杨洁篪表示，在两国元

首的亲自擘画和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始终保持强劲发展
势头。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
互坚定支持，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为动荡变
革中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
量。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
首共识，搞好本次磋商，把中俄高水平政治互
信转化为更多战略协作成果。同日，杨洁篪
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共同
主持中俄第十六轮战略安全磋商，就中俄关
系和事关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的一系列重大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