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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在东欧部署更多作战部队

我外交部谈乌克兰问题

中方立场同大多数国家愿望一致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 马卓言 许可）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24日敦促美方尽快就其在乌克兰和全
球的生物军事活动作出令人信服的交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国务院称，中
国一直在散布虚假信息，这些虚假信息首先来自莫斯
科，包括关于各种生物武器计划。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围绕美国在乌
克兰生物实验室的讨论十分热烈，提出了很多疑问。“但
我们遗憾地看到，美方作出的回应存在诸多漏洞，各方
完全有理由质疑。美方不能只是用沉默和一句‘虚假信
息’来搪塞。究竟是不是虚假信息，这需要美方作出严

肃的澄清。”
汪文斌说，国际社会对美方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

研究目的究竟为何、美方是否在乌克兰和其他境外实验
室从事美国内禁止的危险研究这些问题都有重大关
切。美方自证清白的最好方法就是敞开大门，大方接受

国际社会的检验。
“我们敦促美方改弦更张，尽快就其在乌克兰和

全球的生物军事活动作出令人信服的交代，并停止
独家阻挠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汪文
斌说。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 王雨萧 于佳欣）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24日表示，希望美方从中美两国
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取消全部对华加
征关税。

在商务部当天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束珏
婷说，中方注意到，3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

恢复352项自中国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豁免，这有助于相
关产品的正常贸易。中方始终认为，美方单边加征关税
措施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不利于世界。在当前通胀
持续走高、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挑战的形势下，希望美方从
中美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取消全
部对华加征关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 许可 马卓言）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24日在谈到乌克兰局势时表示，中方在
乌克兰问题上始终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立场同大多数
国家的愿望相一致。任何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猜忌都
将不攻自破。

汪文斌说，指责中方散布涉乌虚假信息，本身就是在散
布虚假信息。中方始终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为早日实现

停火止战、避免人道主义危机、恢复和平稳定作出积极努力。
汪文斌说，我们一贯主张，乌克兰应当成为东西方

沟通的桥梁，而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欧洲各国应
当秉持战略自主原则，同包括俄乌在内的相关国家一
道，本着安全不可分割原则，通过对话谈判构建均衡、有
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美国和北约也应当同俄开
展对话，解开乌克兰危机背后的症结。

“化解危机，需要的是冷静理性，而不是点火浇油。
恢复和平，需要的是对话沟通，而不是施压胁迫。实现长
治久安，需要的是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而不是推行集
团对抗、谋求绝对安全。”他说。

汪文斌指出，中方的立场同大多数国家的愿望相一
致。“时间将证明，中方的主张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任
何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猜忌都将不攻自破。”

我外交部敦促美方尽快就其在乌克兰和全球生物军事活动作出交代

不能只是用沉默和一句“虚假信息”来搪塞

我商务部希望美方从中美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根本利益出发

美方尽快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
美继续对部分中国输美产品

豁免加征关税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3日电（记者 熊茂伶）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宣布，针对特朗普政府时期
得到加征关税豁免、但豁免已过期的352项中国输
美产品，将继续实行豁免政策。但这一数字少于先
前纳入豁免范围的549项。

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23日电（记者 任珂）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23日说，北约将大幅增加部署在其东翼的作
战部队，同时重申乌克兰加入北约“不在议事日程上”。

北约将于24日召开特别峰会讨论俄乌冲突。斯托尔
滕贝格23日在记者会上说，他希望各成员国同意增强北
约在陆、海、空所有领域的实力。北约计划在保加利亚、
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部署4个新的战斗集群。连
同部署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现有部队，北约将在其
东翼，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拥有8个多国战斗集群。

斯托尔滕贝格称，北约目前有数十万部队处于高度
战备状态，主要部署在北约东翼。这些部队拥有空中和
海上力量的支持，包括位于北欧和地中海地区的5个航
母打击群。

斯托尔滕贝格说，乌克兰加入北约不在议事日程
上，但对乌克兰的支持将是24日北约峰会上需解决的主
要问题之一。

▼

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23日电（记者 任珂）欧盟委员会23日决
定临时允许农户使用休耕地扩大耕种面积，以保障俄乌冲突冲击
下的粮食安全。

这一临时特殊安排旨在增加欧盟农业生产，减轻乌克兰农作
物减产对市场的影响。欧盟农户将能在400万公顷的休耕地上种
植粮食或牧草。欧盟将在未来一周内细化安排，确保农户可以在
春季播种时使用这些土地。欧盟还将拨款5亿欧元，帮助受到俄
乌冲突影响的农业生产者。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在当天的
记者会上说，俄乌冲突冲击了乌克兰农业生产，可能扰乱北非和中
东等低收入国家的粮食供应，这些国家严重依赖进口小麦。撒哈
拉以南非洲以及亚洲一些国家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欧盟农业委员雅努什·沃伊切霍夫斯基介绍，乌克兰正在制定
一项中短期粮食安全战略，使乌克兰能自给自足并重新出口粮食。

乌克兰与俄罗斯都是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国，两国小麦出口量
占全球出口量的大约三分之一，玉米出口量合计约占20%。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23日宣布，俄方向
欧洲联盟成员国等“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
时将改用卢布结算。此举触发欧洲地区能源危机可
能加剧的担忧，欧洲天然气价格应声上涨。

一周完成改动

普京23日与俄罗斯政府成员举行视频会议时说，
一些西方国家过去几周作出冻结俄罗斯资产的非法
决定，俄方向欧盟成员国、美国供应商品时再用美元、
欧元等货币结算已经毫无意义。俄方将在最短时间
内实施综合措施，首先是向对俄“不友好”国家和地区
供应天然气时改用卢布结算。
“当然，俄罗斯将继续按照先前所签合同规定的

数量和价格供应天然气。”普京说，“变化只涉及支付
货币。”

他说，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应在一周内确定使
用卢布进行相关结算的程序，并责成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合同予以相应修改。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将对“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出
口的天然气改用卢布结算的消息发布后，卢布对美元汇

率当天一度跃升至三周来最高点，最终收报97.7卢布兑换
1美元。

欧洲气价飙升

英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天然气批发价格23日应声
上涨，最高涨幅达到30%。德国卡德天然气运输公司数
据显示，经由亚马尔-欧洲管道自德国至波兰的天然气
流量23日急剧下降。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贝克
称普京的决定违约。一名波兰政府消息人士也表示，普
京的决定“构成违反当前合同中所包含的付款规则”。

英国能源视线咨询公司合伙人莱昂·伊兹比茨基说，
鉴于采购规模，目前尚不清楚欧洲客户将其付款货币转
为卢布的难度，不过，俄罗斯央行可以向外汇市场提供额
外的流动性，使欧洲客户和银行能够获得所需卢布。

鉴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欧盟27个成员国眼下
对是否将制裁目标扩大到俄罗斯能源领域存在分歧。据
路透社报道，欧洲所需天然气约40%从俄罗斯进口，欧盟
今年每天从俄进口2亿至8亿欧元（约合14亿至56亿元
人民币）天然气。 新华社专特稿

俄总统普京宣布

“不友好国家”购俄天然气须用卢布结算

中国福利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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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3659371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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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注
54注
968注

50898注
1036778注
8573311注

8228322元
523107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723412804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073期3D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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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投注总额：1778890177889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539注
1835注

1500元
252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派奖奖金余额：349334元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3月23日电（记者 倪瑞捷）阿根廷国
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阿根廷国内生
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10.3%，结束连续三年的经济衰退。

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2021年阿根廷的私人消费增长
10.2%，公共支出增长7.8%，固定投资增长32.9%，出口额增长9%，
进口额增长21.5%。

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细分的16个主要经济领域中，
有15个产值回升，其中建筑、酒店餐饮、渔业、制造业等行业复苏
势头强劲，仅农牧林业出现0.3%的下降。

2018年至2020年，阿根廷经济分别下降2.6%、2%和9.9%。世
界银行预计，阿根廷2022年经济增速为2.6%。

美国国务院23日证实，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当天
收到俄方发来的“不受欢迎”人员名单。这意味着名
单上的那些外交官将被驱逐。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俄罗
斯外交部通知美国大使馆将驱逐多名美国外交官，以
回应美方驱逐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

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方明确告诉美方，美
方对俄罗斯的任何敌对行动，都将招致坚决、对等的
回应。”

路透社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话报道：“我们可以
确认，美国（驻俄）大使馆3月23日从俄外交部收到一份
外交官名单，宣布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

国际文传电讯社和美国国务院方面都没有说明俄方
将在何时驱逐多少名美国外交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23日说，如果俄方
对美驻俄外交人员进一步设限，美国大使馆将难以运行，
“我们在莫斯科的大使馆仍是我们与俄方协调和沟通的
要处，我们不想看到它关门。” 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3月23日电 据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家法院日前
判决及中国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合规
监察期于美国时间22日结束，且不附加任何处罚，美国此前派驻
该公司的监察官任期也于同日结束。

美国2017年开始对中兴通讯五年的合规监察期。有专家表示，
这份判决意味着中兴通讯此前遭受美国处罚的风波阶段性结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国家安
全概念，停止对中国的蓄意抹黑指责，停止对中国特定企业的无理
打压，为中国企业在美正常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俄将驱逐部分美国外交官

中兴通讯五年监察期结束
美法院判决不附加任何处罚

为保障粮食安全

欧盟临时启用休耕地

主要经济领域产值回升

阿根廷结束连续三年经济衰退

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韩国军方发射导弹回应
据新华社首尔3月24日电（记者 杜白羽 孙一然）韩国联合

参谋本部24日说，朝鲜当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方向试射了一枚
洲际弹道导弹。针对此次试射，韩军当天下午从陆地、海上及空中
发射了导弹。

根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朝鲜当天试射的洲际弹道导
弹最大飞行高度约6200公里，飞行距离约为1080公里。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为应对朝鲜试射导弹，韩军当天下午
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从陆地、海上及空中发射了导弹，显示了立即
应对的能力和意志。

3月24日，韩国前总统朴

槿惠从首尔江南区三星首尔医

院出院。

朴槿惠因患病于2021年

11月22日起接受住院治疗。

2021年12月24日，韩国政府宣

布，朴槿惠于12月31日获得特

赦。2022年3月24日，朴槿惠

结束住院治疗返回家中。

新华社发

朴槿惠出院返乡

3月2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一名男子

观看屏幕上领导人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合影仪式的画面。

当天，七国集团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

新华社发

七国集团峰会

在布鲁塞尔举行

美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

3月23日，当地居民在马里乌波尔排

队领取人道主义物资。 新华社发

马里乌波尔现况

据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美国白宫24日宣布新一
轮对俄制裁，对象包括逾400个俄个人和实体。俄罗斯
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当天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哈
尔科夫州的伊久姆市。

根据白宫当天针对制裁措施发布的说明，受制裁的
个人包括328名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和19名俄商
界精英；受制裁的机构包括国家杜马和48家俄国防领域
大型国有企业。此外，七国集团和欧盟还宣布建立一项
旨在打击规避制裁行为的动议。七国集团及欧盟成员
将分享信息并协调应对措施，以防对俄制裁效果和影响
被削弱。同时，七国集团和欧盟将继续限制俄央行配置
国际储备的能力，把与俄央行相关的黄金交易纳入现行
制裁范围。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4日说，23日夜间
和24日凌晨，俄军使用远程海基和空基高精度武器对乌
克兰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并在24日清晨完全控制了哈
尔科夫州的伊久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