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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政府7日批准了对俄罗斯及其公民和企业采
取不友好行动的国家和地区名单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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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局势

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情数据

全球死亡病例超600万例

斩断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
自去年11月以来公安机关查获被非法控制的网络摄像头3万个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 翟翔 熊
丰）2021年11月以来，针对偷拍偷窥事件频
发，严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影响人民群众
安全感情况，公安部网安局部署开展依法严
厉打击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行动，侦破刑
事案件16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60余名，
打掉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生产窝点15个，缴获

专用器材1.1万件，查获被非法控制的网络摄
像头3万个。

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光学传感
技术的快速发展，摄像头被广泛应用，给群众
生产生活带来便利同时，也给少数不法分子
实施偷拍偷窥违法犯罪活动带来可乘之机。

非法破解、控制他人架设的网络摄像头

并出售访问权限；将摄像头安装在充电宝、
打火机等生活用品内制成窃听窃照专用器
材；在宾馆房间、卫生间等场所安装窃听窃
照专用器材；传播、贩卖偷拍偷窥内容……
这些行为严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严重侵害
受害人合法权益，严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偷拍偷窥违法

犯罪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坚决维护社会管理秩序。”公安
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群众一旦发
现个人隐私被偷拍偷窥要第一时间报案，公
安机关必将一查到底、严惩不贷。公安机关
正告相关违法犯罪人员立即向公安机关投案
自首，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乌克兰谈判代表团成员、乌人民公仆
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6日接受美国
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表示，在领土完整
方面，乌克兰不会向俄罗斯妥协。除上述
问题外，乌方愿意讨论任何其他问题。阿
拉哈米亚表示，北约国家目前不准备讨论
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在近5年或10年里，
北约都没有这样的准备。乌克兰愿意讨

论“非北约”安全模式，比如乌方可以从美
国、英国等国获得直接的安全保障，乌方对
与更多国家讨论此事持开放态度。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援引乌军方消息，6
日夜间，乌军包围了被俄军控制的、位于赫
尔松市西北郊区切尔诺巴耶夫卡的机场，炸
毁俄军在该机场部署的30余架直升机。此
外乌军在敖德萨周边地区击毁了一艘俄海

军舰船，但乌方未透露细节。根据乌国防部
长列兹尼科夫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俄军
试图整合力量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军事打
击，新一轮攻势首先将针对基辅、哈尔科夫、
切尔尼戈夫和尼古拉耶夫等地。

乌克兰国家边防局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
示，过去24小时有超过11.7万人逃离乌克
兰，大部分去往波兰避难。

乌克兰愿讨论“非北约”安全模式
俄罗斯再次开通人道主义通道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官网7日发布的消
息，俄军于当天当地时间10时起，在乌克兰
多个城市实行“安静模式”并开放人道主义
通道。消息称，考虑到基辅、哈尔科夫、苏梅
和马里乌波尔等城市出现的灾难性人道主
义形势以及该形势的急剧恶化，根据法国总
统马克龙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请求，俄
罗斯武装部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从7日10
时在上述城市进入“安静模式”并开放人道
主义通道。

据塔斯社7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
人扎哈罗娃当天证实，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计划在土耳其外交部
长恰武什奥卢的参与下，在本周于土耳其安
塔利亚举行的外交论坛期间进行接触。当
天早些时候，塔斯社援引恰武什奥卢的话报
道，俄乌外长可能会于3月10日在安塔利亚
外交论坛间隙以三边形式举行会晤。

俄罗斯联邦政府7日批准了对俄罗斯
及其公民和企业采取不友好行动的国家和

地区名单。根据俄政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与
文件，这份名单包括美国、欧盟国家、加拿
大、日本等近期对俄实施制裁的国家和地
区。声明表示，根据有关规定，对上述名单
中的外方债权人负有外汇债务的俄罗斯公
民、企业、行政主体等，可以使用卢布偿还相
关债务。俄方债务人可以要求俄罗斯银行
以外方债权人名义开设专门的卢布账户，并
在付款当天按照俄央行汇率以等值卢布向
其转账。

俄罗斯军队于当地时间7日10时起，在乌克兰多个城市实行“安静模式”并开放人道主义
通道。乌克兰谈判代表团成员、乌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6日表示，北约目前不准
备讨论乌克兰加入该组织的问题，乌方愿意讨论“非北约”安全模式。 据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纽约3月7日电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7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7日4时20分（北京时间7日17时20分），全球累计
新冠死亡病例超过600万例，达6000097例；全球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增至446365477例。

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死亡病例2020年9月28日增至
100万例；2021年1月15日增至200万例，4月17日增至
300万例，7月7日增至400万例，11月1日增至500万例；
2022年3月7日增至600万例。

根据数据，美国是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
国家，分别达79271466例和958621例。累计确诊病例较
多的国家还包括印度、巴西、法国、英国、俄罗斯等，累计
死亡病例较多的国家还有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和
秘鲁等。

泰国出生人口2013年开始下滑，去年只有2013年的
三分之二。为避免人口危机，泰国政府正着力鼓励民众
多生孩子。

据路透社7日报道，泰国去年出生人口为54.4万人，
为60年来最低水平，低于当年死亡人口56.3万人。

泰国卫生部高级官员素旺那猜·瓦达那英乍龙猜
说，政府意识到有必要着手干预。“我们正试图给出生人
口下滑减速，让准备生育的家庭赶快要孩子，以扭转下
滑趋势。” 新华社专特稿

出生人口大减

泰国鼓励民众多生孩子

美国汽车协会6日说，全美汽油平均价
格过去一周大涨11%，达到每加仑4.009美元
（1加仑合3.8升），这是2008年7月以来首次
突破4美元。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
美国正在与一些欧洲国家讨论，假如禁止进
口俄罗斯石油，如何确保全球石油稳定供应。

据美联社报道，全美汽油均价2008年7
月17日达到每加仑4.10美元，是有记录以来
最高值。当时美国原油期货价格猛涨至创
纪录的每桶147.27美元。

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国2021年

月均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及精炼石油产品超过
204万桶，占美国进口液体燃料总量的8%。

汽油库存方面，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截
至2月25日的一周，全美汽油库存减少50万
桶，至2.46亿桶；与此同时，需求量从每天
866万桶增至874万桶。

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
货价格6日一度升至每桶130.5美元，创下
2008年9月以来新高。 新华社专特稿

左图：车辆经过美国旧金山湾区米尔布

雷一家加油站。 新华社发

中方在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上表示

所涉核武器材料转让

是否合法问题不容回避

新华社维也纳3月7日电 国际原子能机构7日召开
理事会会议。会议通过议程，决定再次以正式议题形式
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
表王群在通过上述议程后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表示，美
英澳核潜艇合作所涉核武器材料转让是否合法问题不容
回避。

王群说，在中方主张下，此次理事会以协商一致方式
再次决定设置单独正式议题，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
作所涉核材料转让及其保障监督等影响《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NPT）各方面的问题”。这是继去年11月以来机构
理事会再次将该议题列入正式议程，体现了国际社会和
理事会广大成员对此事的严重关切，也说明此事超出机
构秘书处现有授权范畴，必须通过相关政府间进程处理。

王群指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是不是涉及核武器材
料的非法转让，是三国合作的核心和症结所在。首先，
美英作为核武器国家、澳大利亚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对
照NPT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义务，相关合作是不是违
反NPT的目的和宗旨，这必须讲清楚。这个问题不容
回避，也回避不了。其次，如果三国合作确实涉及非法
转让核武器材料，那三国就必须彻底放弃相关合作，立
即停止这种公然、直接违反和挑战NPT的行径。最后，
如果三国不放弃相关合作，机构成员国就有权利、有责
任继续推进相关政府间讨论进程，就此寻求解决方案，
以维护NPT权威和有效性、维护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
严肃性。

王群最后强调，此次理事会再一次将三国核潜艇合
作问题纳入正式议题，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又一重要步
骤。中方对此坚决支持。希望理事会广大成员在去年
11月讨论基础上，进一步聚焦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核心
问题，弄清事实真相，探寻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捍卫
NPT，共同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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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超过11.7万人逃离乌克兰，大部分去往波兰避难乌克兰

美国汽油均价一周涨11%每加仑破4美元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2022年3月7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匈牙利外
长西雅尔多通电话。

西雅尔多表示，匈方感谢中方为欧洲
实现和平、避免乌克兰局势进一步升级所
作的努力。匈方愿为在乌中国公民撤离并
回到祖国提供帮助。希进一步提升匈中互
利合作水平。

王毅表示，中方对当前乌克兰局势感
到遗憾。希望欧方秉持战略自主精神，在
解决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以及下一步构建欧
洲安全机制问题上发挥更积极主动作用。

王毅说，中国政府当前一项最重要任
务就是全力保障在乌中国公民的安全。感
谢匈方近日为中国公民顺利撤离提供的便
利和协助。这体现了中匈两国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的好传统。中方高度赞赏匈政府
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将一如既往支持
深化两国互利合作，争取更多成果。祝愿
匈牙利人民继续沿着自主选择的道路向前
迈进并取得更大成绩。

王毅同欧盟外交与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通电话

俄乌谈判要谈出停火

谈出止战谈出和平

王毅同匈牙利外长通电话

感谢匈方为中国公民

顺利撤离提供协助

俄乌开始
第三轮谈判

受乌克兰局势影响，被视为欧洲天然气
价格风向标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TTF）
基准天然气期货价格7日盘中涨幅达到
60%，达到345欧元/兆瓦时，创历史新高。

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卡斯滕·弗里奇
说，能源价格暴涨的背后，是西方国家考
虑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市场担心欧洲联
盟可能对俄罗斯天然气出口“采取行动”，
不过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供

应没有受到影响。
俄罗斯是石油和天然气主要出口国。根

据市场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报告，欧盟进口
天然气的大约40%、进口原油的约30%来自俄
罗斯。西方国家对俄制裁不断升级引发市场
对俄能源供应可能中断的担忧，使国际能源
价格承受持续上行压力。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法国天然气供应
商昂吉集团首席执行官卡特琳·麦格雷戈的话

报道，如果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欧洲
2022年冬季将陷入天然气供应短缺。

麦格雷戈说，2021年冬季结束时，欧盟
天然气储备已经很低。欧盟所用天然气大约
40%依赖俄罗斯，在部分成员国，这一比例甚
至高达90%至100%。这意味着欧盟不可能
在毫无准备或还没找到替代供气方的情况下
放弃进口俄罗斯天然气。

新华社专特稿

欧洲天然气期价创新高 俄仍正常供气

武器装备 网络反击 情报支持

西方军援乌克兰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2022年3月7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欧盟外交
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电话。

博雷利通报了欧方对当前乌克兰局势
的看法和立场，表示现在最要紧的是停火，
避免再发生大量人员伤亡。欧方支持通过
谈判解决问题。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大
国，希中方发挥作用鼓励促成停火，推动当
事方走上谈判和政治解决的道路。

王毅表示，中方对乌克兰局势走到这
一步感到痛惜。制裁解决不了问题，升级
制裁反而会使局势更加复杂扩大。当务
之急是避免人道主义危机。中方已公开
提出防止乌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六点倡
议，主要目的是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合力，
避免乌人道状况进一步恶化。

王毅说，我们还要鼓励俄乌双方举行
和谈。中方一开始就主张对话。希望国
际社会支持俄乌进行认真谈判，不仅要谈
下去，而且要谈出停火、谈出止战、谈出和
平。中方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为局
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也希望看到欧
方将来同俄方就欧洲安全问题进行全面、
认真的对话，本着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
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王毅说，当前形势下，中欧作为世界
两大力量要共同努力，筹办好中欧领导人
会晤，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博雷利表示，欧方愿与中方共同推动
欧中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德国经济转型

5年将投2000亿欧元

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说，自现在起至
2026年，德国政府将拨款2000亿欧元（约合1.38万亿元
人民币），投资氢技术和电动车充电桩网络等产业转型
项目。

林德纳6日告诉德国公共广播联盟记者：“2000亿欧
元用于投资经济、社会和国家转型。”这些投资包含取消
可再生能源税而给企业省下的钱。

林德纳发表上述言论，正值德国政府计划增加对可
再生能源的投入。英国媒体2月28日报道，德国计划到
2035年，用可再生能源满足所有发电需求。

路透社当时获得一份德国政府起草的文件显示，德
国政府准备修订《可再生能源法》，计划到2030年，将风
电和太阳能发电占发电总量的比例提升至80%。

新华社专特稿

3月6日，2022只绵羊出现在法国巴黎著名的香榭丽

舍大街上，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围观。这是别开生面的第

58届法国国际农业博览会的闭幕活动。 新华社发

美国《纽约时报》6日报道，不到一周时
间，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乌克兰运送
超过1.7万件“标枪”导弹等反坦克武器。这
些武器装备由大型军用运输机运抵波兰和
罗马尼亚，再穿过两国与乌克兰的陆地边
界，运往乌首都基辅及其他主要城市。

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
事行动。美国等西方国家随即加紧向乌克
兰提供军火和资金。此外，美国和北约还
在网络反击和情报支持等看不见的领域向
乌克兰提供军事层面的援助。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五角大楼高级官
员说，乌军使用美制武器迟滞俄军推进的
战果，令美军官员“印象深刻”。另外，美方
还向乌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提供加
密通信设备，确保他与拜登及其他国家领
导人通电话时不会被监听。

新华社专特稿

据塔斯社援引俄罗斯驻白俄罗斯

大使馆消息，俄乌两国代表团3月7日

在白俄罗斯境内的别洛韦日森林开始

第三轮谈判。这是3月7日拍摄的谈

判现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