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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德黑兰2月28日电（记者 高文成 王守宝）伊朗
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2月28日说，各方已在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相关方谈判中共同起草了“98%以上的”旨在重返伊核协
议的协议草案，伊朗正在审查。谈判还存在部分问题需要解决。

哈提卜扎德在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伊朗已经向西
方国家阐述了伊朗在伊核问题上的红线、逻辑和理由，西方相关
方还未就仍然存在的主要分歧作出政治决策。伊朗在解除制裁
以及伊朗和平核活动等方面的主张应当得到适当解决。

他说，谈判旨在重返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不会另起炉灶。
如果重返该协议，伊朗将遵守其中对伊朗浓缩铀丰度、储量的限制。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
达成伊核协议。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
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
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新华社仰光2月28日电（记者 张东强）缅甸国防军总司令
部2月28日发布公告说，从今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将继续对
缅甸民族地方武装（民地武）组织停火。

公告说，停火是为了缅甸的永久和平及有效应对新冠疫情，
停火范围不包括缅甸全境内危及国防和行政工作的军事行动。
公告还说，自2018年12月21日至2022年2月28日，缅甸国防军
共发布了20次停火公告。

缅甸1948年独立后存在数十个民地武组织。2013年11月
起经过9轮和谈，缅甸政府最终于2015年10月与8个民地武组
织签署全国停火协议。2018年2月，又有两个武装组织签署全
国停火协议。2018年12月21日，缅甸国防军宣布暂停对缅甸
民地武组织的军事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惠晓
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28日签署乌
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文件，呼吁欧盟启动
“新的特殊程序”迅速吸纳乌克兰。3月1
日，乌克兰驻欧盟代表称，欧盟已经正式

启动审议乌克兰入盟申请程序。
乌克兰多年来寻求加入欧盟和北约，

更于2019年将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国家
基本方针写入宪法。

2月27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是我们的一
员，我们希望他们进来”。

对乌克兰呼吁立即入盟，欧盟一些
成员国表示支持，而欧盟领导层态度
模糊。

冯德莱恩的发言人埃里克·马梅表示，
冯德莱恩27日关于希望乌克兰“进来”的
意思“泛指欧洲”，而且冯德莱恩“当时还明
确说，（入盟）有程序”。“我认为这是重点。”
马梅说。

据俄罗斯媒体1日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代表团将于3
月2日举行新一轮谈判。塔斯社、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援引消
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按照最初约定，会议应在3月2日举行。

谈判地点位于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1日表示，乌方认为需要这样的谈判

但不接受俄方的“最后通牒”。 据新华社电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2月28日签署法令，从3月1日起对自愿
加入乌方外籍军团参战的外国公民给
予免签待遇。已有至少10名接受过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训练的美欧退伍
军人准备入境乌克兰。

继美国、英国和欧洲联盟多个国家
后，加拿大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
武器和弹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警
告，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可能落入“新
纳粹分子和恐怖分子”之手。

鼓励赴乌作战

据美联社报道，乌克兰政府对来
乌参战外国公民免签证的法令 3月 1
日生效，且在乌克兰战时状态期间一
直有效。

俄罗斯2月24日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当天，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全境进入战
时状态，后于27日宣布着手组建“国际
军团”帮助乌克兰作战。

英国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马上
回应，称她支持愿意前往乌克兰参战的英
国公民；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则“劝阻”民
众：“除非你受过相应训练，有丰富的服役
经验，否则应该以更好的方式为乌克兰的
安全出力。”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妮·乔利说，是
否加入外籍军团由加拿大公民自行决定。

据美国“嗡嗡喂”新闻网2月27日报
道，10名北约国家前特种部队军人已经在
波兰集合，准备穿越波乌边界进入乌克
兰。这批退伍军人包括6名美国人、3名英
国人和1名德国人，有近战和反恐作战经
验；另有2名美国陆军退役军人同样打算
前往乌克兰，“领导”这批退伍军人。

按照“嗡嗡喂”新闻网的说法，自2014
年乌克兰东部发生武装冲突以来，进入乌
克兰的外籍武装人员中，数以百计来自美
国、英国及欧盟国家。

在乌克兰军方一些人看来，外籍武装
人员可以填补西方国家没有正式向乌克

兰派兵的“空白”。美国和北约公开表示，
由于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因而不会派
兵协助乌方作战。

另据英国《镜报》报道，英国一批退役
特种兵正考虑前往乌克兰。

加大军援力度

西方一方面表示支持乌克兰与俄罗
斯谈判，另一方面则制裁俄方并加紧向乌
方提供军火和资金。

加拿大政府2月28日宣布，将向乌方
提供反坦克武器，包括100具“卡尔·古斯
塔夫”火箭筒及2000枚火箭弹。加拿大
打算提供共计4亿美元贷款和价值2000
多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包括防弹背心、钢
盔、夜视仪。

据法新社报道，截至2月28日，美国、
加拿大和大约20个欧洲国家响应乌克兰
政府军援请求。其中，德国改变不向冲突
地区输出武器的长期政策，向乌克兰提供
1000枚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和500枚美制

“毒刺”式便携式防空导弹，并允许第三国
向乌克兰提供德国产武器。

欧盟2月27日在非正式外长会上决定
向乌克兰提供总计5亿欧元，用于购买致
命武器和防御装备。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日报道，欧盟外
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在
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视频会议后表示，欧
盟有意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有成
员国支持这一观点。

俄罗斯发警告

俄罗斯外交部2月28日谴责欧盟向乌
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警告欧盟国家参
与向乌方提供致命武器的机构和个人，须
对这种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
娃同一天针对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发表
声明，指责德方与先前在乌克兰问题上奉
行的平衡路线背道而驰。

新华社专特稿

俄乌今日举行新一轮谈判
乌方表态不接受俄方“最后通牒”

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申请加入欧盟文件

乌克兰想要“火线入盟”

新华社华盛顿2月28日电（记者
邓仙来）美国国务院28日发表声明说，
鉴于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
行动，建议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俄罗斯。

声明说，美国驻俄大使馆为在俄
美国公民提供协助的能力有限，美国
公民需选择尚可利用的方式立即离开
俄罗斯。鉴于多家航空公司取消往来
俄罗斯的航班，多国对俄关闭领空，并
且俄南部多个机场已处于关闭状态，
身处俄乌边境地带或计划前往相关地
区的美国公民应考虑当地局势的危险
性和不可预测性。

新华社联合国2月28日电（记者
尚绪谦）联合国大会28日就乌克兰局
势召开紧急特别会议。

第76届联大主席沙希德在紧急
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呼吁各方
立即停火，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重
回外交解决途径。他说，国际社会应
通过各种渠道控制局势、缓解紧张，
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原则寻
求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讲话中
表示，乌克兰战事必须立即停止。乌
克兰问题是重大地区危机，可能对所
有国家造成灾难性影响。唯一的出路
是和平，对话的渠道必须保持畅通。

联合国安理会27日举行会议，表
决通过了要求就乌克兰局势举行联
大紧急特别会议的第2623号决议。

伊朗外交部

伊核谈判协议草案基本就绪

缅甸国防军

宣布延长停火至2022年年底

西方递枪又“送”人 俄罗斯很恼火

王毅同乌外长通电话

中方对乌俄爆发冲突感到痛惜

■联大召开紧急特别会议

■北约不会向乌克兰派兵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3月1日，国
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乌克兰外长
库列巴通电话。

库列巴介绍了乌俄首轮谈判情
况，表示结束战事是乌方的最优先任
务，乌方对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
放态度，怀着积极诚意对待乌俄谈
判。尽管当前谈判进展并不顺利，乌
方仍保持冷静，愿继续推进谈判。中
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
用，乌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期待中方
为实现停火开展斡旋。

王毅表示，乌克兰局势急剧变化，
中方对乌俄爆发冲突感到痛惜，对平民

受到伤害极为关注。中方在乌克兰问题
上的基本立场是公开、透明和一贯的。我
们始终主张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针对当前危机，中方呼吁乌俄通过谈
判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支持国际上一切
有利于政治解决的建设性努力。

王毅强调，中方始终认为，一国安全
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不

能以扩张军事集团来实现。针对战事不
断扩大，当务之急是尽可能缓解现地局
势，避免冲突升级甚至失控，尤其是防止
对平民的伤害和出现人道主义危机，还应
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及时准入。

王毅重点就确保中国在乌公民安全
表明立场，督促乌方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王毅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乌中国公

民安全状况，每时每刻牵挂着他们的安
危。在乌中国公民都是中乌友好的使者，
都是乌克兰人民的朋友。中方撤离在乌留
学人员及侨民的进程正在推进，感谢乌方
的支持配合和乌社会各界的友好帮助。中
方赞赏乌方开设外国侨民撤离专列，这符
合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希望乌方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确保在乌中国公民安全，并继续
为中国公民撤离提供保障和便利。

库列巴表示，确保外国公民安全是乌
方重要职责。乌方高度重视中方关切，正
在协助中国留学生等顺利撤离。乌方将继
续本着负责任态度，做好外国公民安全撤
离的相关保障。

乌克兰西部利沃夫的一处超市，罐

头等易储藏的食物已经售罄。

在顿涅茨克，一名男子查看烧毁的

车辆。 新华社发

2月28日，一

名志愿者陪同来

自乌克兰的人们

离开波兰梅迪卡

口岸。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022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1507171101 19 06

全国投注总额：37417285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注
162注
1841注
95683注

1710271注
12553973注

6751389元
121624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1651680455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050期3D开奖公告

982
天津投注总额：650298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86注
580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董雪）针对美方近来不断炒
作其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日表示，如
果美方想要借此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的话，将为其冒险行径
付出沉重代价。在14亿多中国人民组成的钢铁长城面前，任何
军力威慑都形如废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日，美国海军“约翰逊”号
导弹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并对此进行公开炒作。请问发言人
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已就此发
表谈话。美方炒作美舰过航台湾海峡，不知其意欲何为。

他表示，如果美方想要借此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的话，中
方要告诉美方，“这只会加速‘台独’势力的覆灭，美方也将为其
冒险行径付出沉重代价”；如果美方试图以此向中方恫吓施压的
话，中方要正告美方，在14亿多中国人民组成的钢铁长城面前，
任何军力威慑都形如废铁。
“美舰过航台湾海峡这套把戏，还是留给那些迷信霸权的人

看吧。”汪文斌说。
另有记者问：据报道，2月28日，美匿名高官称，美国总统拜

登指派5名前美高官3月1日访台，其间将会见蔡英文等人。此
访旨在展示美对台大力支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
志坚定不移。美方派任何人展示所谓对台支持都是徒劳的。”

他说，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规定，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以
免进一步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我外交部

美为“台独”打气将付出沉重代价

俄央行在美资产被冻结
美驱逐12名俄驻联合国外交官

美国财政部28日发表声明说，冻结俄
罗斯中央银行在美资产，禁止美国人与俄
央行、俄联邦国家财富基金和俄财政部进
行交易。这意味着俄央行在美境内的资
产或由美国人控制的资产将全部被冻结。

此外，美财政部宣布对俄罗斯直接投资
基金及其首席执行官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
等实施制裁。声明还表示，美财政部将授权
与俄央行进行某些与能源相关的交易，并将
根据需要提供其他授权和相关指导措施。

美国政府2月28日宣布驱逐12名俄
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理由是这些人
是“情报人员”。俄方愤怒谴责美方这一
“敌对举动”。

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美国驻联合
国代表团发言人奥利维娅·多尔顿指认上
述12名俄外交官“从事不利于美国国家安
全的间谍活动，滥用其在美居留特权”，勒
令他们离境。多尔顿声称，美方此举符合
《联合国和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
并且宣布决定前“已经筹备几个月”。

美方此举立即招致俄方愤怒回应。俄
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通过
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是一项针对我国的敌
对举动”，俄方对此“深感失望”。

安东诺夫说，俄方“彻底否认”美方对
俄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的指认。

据新华社电

美建议其公民

立即离开俄罗斯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延

斯·斯托尔滕贝格3月1日说，北约
不会向乌克兰派兵或出动战斗机以
支持乌克兰政府。

斯托尔滕贝格当天会晤波兰总
统安杰伊·杜达，随后举行联合记者
会。斯托尔滕贝格在记者会上说：
“北约不打算卷入冲突，因而不会派
遣部队进入乌克兰或调动飞机进入
乌克兰领空。”

他说，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
不寻求与俄罗斯冲突，但将做好防
御准备并且已经加强在北约东翼的
部署。 新华社微特稿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3月1日晚说，他正“经历类似
流感症状”，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莫里森在一份声明中说，他2月27日起每天进行新冠病毒
自助检测，3月1日早晨检测结果为阴性。1日晚些时候，他开始
发烧，于是再次接受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结果呈阳性。

莫里森说，他将按照防疫要求在位于悉尼的家中自我隔离，
在隔离期间将继续履行作为总理的所有职责。他的妻子和两个
女儿检测结果为阴性，但也将作为密切接触者在家隔离7天。

新华社微特稿

澳总理新冠检测呈阳性

2022世界移动通信大会2月28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会展中

心开幕。今年大会主题为“连接释放无限可能”。人工智能、云

网络、金融科技、万物互联以及5G连接是大会焦点，元宇宙等概

念也成为热议关键词。图为一款服务机器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