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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交部

祝贺夏巴兹·谢里夫当选巴基斯坦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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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 许可 孙楠）外交部发言人赵
立坚12日说，中方对夏巴兹·谢里夫当选巴基斯坦总理表示祝贺。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
伴，两国关系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中方期待同巴方携手努力，赓
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新
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4月11日，夏巴兹·谢里夫当选巴基斯坦新一任总理，并于当
晚宣誓就任。

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回应美方涉港言论

立即停止无理无聊的政治表演

新华社香港4月12日电（记者 郑欣）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普莱斯等政客及组织就香港特区警方对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的嫌犯依法执法说三道四，赤裸裸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外
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12日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
外部势力立即停止无理无聊的政治表演。

发言人表示，香港是法治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香港居
民依法享有的权利自由包括言论和新闻自由有充分保障。但新
闻自由不是违法犯罪的“通行证”。任何人以“新闻自由”之名从
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法治和社会秩序的勾当，都是对新闻自由
的亵渎，必将遭到法律的制裁。香港警方依法采取行动，是香港
法治原则的体现，正当正义，不容置喙，不容干涉！

发言人指出，个别外部势力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对特区警
方依法执法横加指责，明目张胆叫嚣释放违法犯罪分子，赤裸裸
破坏香港法治和社会安宁，是其一贯见不得香港稳、不希望香港
治的卑鄙心理作祟，是企图打“香港牌”干涉中国内政的徒劳政治
表演。个别政客和组织口口声称关心别人的“新闻自由”，却对自
己国家动辄关闭新闻网站、频繁阻挠记者参加政府公开活动、无
端打压别国媒体和记者的斑斑劣迹熟视无睹。这种双标操作充
分坐实了其所谓“新闻自由”的欺骗性，世人也早已看清他们虚伪
丑陋的“教师爷”嘴脸。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哗众取宠的政治表演都动摇不了中方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的坚定决心，阻挡不了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历史大
势，敦促个别政客认清大势、改弦更张，立即停止以任何借口干预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纽约地铁站枪击事件多人受伤

据新华社纽约4月12日电（记者 刘亚南 潘丽君）美
国纽约市警察局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纽约市布鲁克
林区地铁站12日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报道，8时30分左右，位于日落公园附近的
地铁站内发生枪击事件。报道援引纽约市消防部门的消
息源说，至少有13人被子弹或弹片击中。

媒体引述纽约市警察局发言人的话说，枪击现场发现
多个未引爆的爆炸装置。据目击者称，一名嫌疑人戴着防
毒面具，身穿橙色背心，制造枪击事件后逃离现场。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当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说，
总统拜登已经听取有关纽约市地铁枪击事件最新进展的简报。

韩国当选总统拜访朴槿惠并道歉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 孙楠 许可）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12日说，乌克兰问题暴露的美国霸权霸凌
行径，只是美式霸权的冰山一角。美国应该正视包括中
国在内的国际民意，早日摒弃冷战零和思维，摒弃以损
害他国安全为代价追求绝对安全的过时逻辑，回到维护
国际公平正义的道路上来。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环球网近日发起的
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近9成受访中国网友认为，美国在乌
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不是公平正义，而是霸权霸凌。请问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我注意到相关民调，这反映了大多数人
的正义呼声。乌克兰问题演变到今天，来龙去脉十分
清楚。

他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所作所为，一步步将俄
乌矛盾推向火山口。美国不仅没有采取缓和局势的实
际行动，反而不断拱火浇油、激化矛盾，逼迫各国选边站
队、制造非友即敌的“寒蝉效应”。这不是霸权霸凌是什
么？美方还一再散布虚假消息，对中国进行抹黑污蔑，
歪曲中国劝和促谈的负责任立场，企图转嫁矛盾，挑动
对抗，借机渔利，给“同时打压中俄两国”的阴谋寻找操
作空间。这不是霸权霸凌是什么？
“乌克兰问题暴露的美国霸权霸凌行径，只是美式

霸权的冰山一角。”赵立坚说。
他指出，美方固守冷战思维，热衷以意识形态划线，

大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其真实目的是
延续自身霸权强权。美国惯于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

幌子，通过发动“颜色革命”等手段，挑唆地区争端，甚至
直接发动对外战争，加剧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紧张，谋取
巨额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优势。美国还动辄挥舞单边制
裁大棒打压遏制别国，大搞经济胁迫，严重破坏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美国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
则弃，其所标榜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就是美国维护自身
强权霸权的“帮规”。

赵立坚说，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美
国逆时代潮流推行霸权霸凌的行径，已经引发国际社会
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和抵制。“美国应该正视包括中国在内
的国际民意，早日摒弃冷战零和思维，摒弃以损害他国安
全为代价追求绝对安全的过时逻辑，回到维护国际公平
正义的道路上来。”

乌克兰局势

乌克兰问题只是美式霸权冰山一角
我外交部：美应摒弃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追求绝对安全的过时逻辑

世贸组织预测俄乌冲突影响

全球贸易增速大降

围绕俄乌冲突 多国密集外交

奥地利总理内哈默11日访问俄罗斯，与俄总统普京
举行会晤，以促进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对话并停火。内
哈默是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一位访问俄罗斯并
与普京举行会晤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内哈默在会晤结束后发表书面声明说，他与普京的
会谈“非常直接、开放和艰难”。他向普京发出最重要的
信息是，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战争只有输家。内哈
默1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已就此访与欧盟委员会
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朔尔茨等进行了磋商，同时通
报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俄前，内哈默9日还曾访
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会晤泽连斯基。

有分析认为，内哈默的访问开启了欧洲在俄乌
冲突爆发后与俄面对面接触的新阶段，有利于多方
沟通。 据新华社电

奥地利总理访俄会普京

欧俄开启面对面接触阶段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11日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进行视频会晤。按照白宫声明，拜登希望印度配合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扼杀俄罗斯能源收入的行动，提出
“不要在此时加量购买俄罗斯石油等商品”。不过，面对
美国这番最新“敲打”，印度政府没有应和。

根据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在记者会上所说，拜登
在会晤中告诉莫迪，美国会“帮助印度实现能源来源多
样化”，“总统同时表明，他认为加快或加量进口俄罗斯
能源或其他商品不符合印度的利益”。

对于拜登对印度国家利益的“指点”，莫迪没有在公开
声明中表达附和的意愿。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直至会晤以
拜登宣布“双方承诺加强关系”的场面话收尾，白宫官员也
没能确认印度是否同意加入美国阵营、一道“谴责”俄罗斯，
只是说选择权最终在莫迪政府手里。 据新华社电

美印领导人视频会晤

拜登拉拢加敲打印度没接茬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11日
发布报告说，俄乌冲突对全
球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可能导致2022年全球贸易增
速较先前预测下降近一半。

报告预测，俄乌冲突可能导
致今年全球贸易增速降至2.4%到
3%之间，而去年10月该组织预测
今年全球贸易增速可达4.7%。

2月23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拍摄的一艘货轮通过博斯普鲁

斯海峡。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现任
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
勒庞得票领先，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24日举行。马
克龙11日率先启动“决战”阶段竞选宣传活动，深入勒庞大本营争
取更多选民支持。

法国内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97%的选票统计完成，马克
龙在首轮投票中得票率为27.60%，勒庞为23.41%，极左翼政党“不
屈法国”党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得票率为21.95%，位列前三。

多项民意调查预测，这场“决战”将相当激烈。法国舆论研究
所-费都寿民调机构所作调查结果显示，马克龙得票率将为51%，
勒庞为49%，差距在误差范围内。
“第二轮角逐是最艰难的，”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

尔对当地媒体说，“这是新的竞选宣传活动，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马克龙看起来也对第二轮投票态度谨慎。他10日晚在竞选总

部对欢呼的支持者说：“别弄错了，一切还没有定论。”

美国出台新规 管控“幽灵枪”

美国联邦政府11日出台新规，旨在管控没有序列
号、难以追踪的“幽灵枪”。美国执法部门近年查获的
“幽灵枪”激增，关联数百起凶杀事件，进一步恶化美国
枪支暴力顽疾。

上编号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11日在白宫宣布上述新规。
多名白宫官员解读，新规实施后，自制枪组装套件将受
到与成品枪同样的管控。

按新规定，自制枪组装套件将被联邦法律列为武器；
枪械套件制造商须在枪支关键零部件上标注序列号；零售
商出售自制枪组装套件时须对购买者进行背景审查等。

为加强追踪，新规还要求枪支经销商长期保留购买
记录，如果售枪许可到期或停业，须将记录移交给酒精、
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上述购买记录以往留存期
限为20年，到期后可由经销商销毁。

美国法律允许在家或作坊制作枪支，3D打印技术让
自制枪变得更容易。美联社先前报道，消费者可以在网
上花费数百美元轻松买到自制枪套装，而无需接受背景
审查，这使得原本被禁止持枪的人也能获得枪支。这些
自制枪没有序列号，无法追踪，因而被称为“幽灵枪”。

“这些枪支（幽灵枪）是许多罪犯的首选武器，”拜登11
日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剥夺他们的这种选择。”他呼吁国
会立法加强购枪背景调查、禁止销售攻击性武器及大容量
弹匣。

补漏洞

美国枪支暴力事件频发。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截
至11日的统计数据显示，涉枪事件今年已在美国造成至少
11801人丧生，另有9395人受伤，造成4人以上死伤的严重
枪击事件至少130起。“幽灵枪”的存在进一步恶化了枪支
暴力问题。

美国司法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2021年12
月，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收到执法部门超过4.5
万份查获疑似自制枪支的报告，关联692起凶杀或杀人未
遂事件。仅2021年，执法部门在犯罪现场查获约2万支疑
似“幽灵枪”，是2016年的10倍。

拜登11日提名前美国联邦检察官史蒂夫·代特尔巴赫
担任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局长。

不过，一些机构和官员对这项新规并不看好。美国全
国步枪协会指责拜登公布了“又一个空洞的计划”，目的是
取悦“他的大量枪支管控支持者”。 刘曦 新华社专特稿

法国总统选举“决战”打响
马克龙：一切都还没有定论

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12日前往东南部城市大邱拜访前总统
朴槿惠，就当年主持调查朴槿惠“亲信干政”案致歉，并正式邀请
后者参加定于下月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

尹锡悦和朴槿惠同属保守派阵营。尹锡悦近期多次向朴槿
惠发出和解信号。韩国媒体分析，这次会面是两人修复关系的机
会。通过这次拜访，尹锡悦有望赢得朴槿惠支持者的好感。

朴槿惠获释后，似乎并未忘记与尹锡悦的旧怨。她在一本书
中写道，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2017年10月发布的对她的逮捕令
“不合理”。虽然她没在书中“点名”尹锡悦，但后者当时正是首尔
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对此，尹锡悦回应说，当年主持调查“亲信
干政”案并非出于个人意愿。

按韩国媒体的说法，尹锡悦此时前往大邱拜访朴槿惠可能会
引发人们对“私邸政治”的猜测。

大邱定于6月举行市长选举，朴槿惠的亲密助手柳荣夏是竞
争者之一。数日前，朴槿惠通过网络视频宣布支持柳荣夏，这是
她获释后作出的首个政治举动。 张旌 新华社专特稿

4月12

日，警察和

医护人员

在枪击事

件现场。

新华社发

俄白将加强一体化进程

普京：乌克兰发生的是悲剧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4月12日电（记者 陈畅）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在俄远东地区东方航天发射场举
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将加强一体化
进程，以应对西方制裁。

谈到乌克兰局势，普京认为，在乌克兰发生的一切
是一场悲剧，对俄罗斯来说别无选择。俄罗斯人、白俄
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本是三位一体的民族。他强调，俄罗
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直至实现
所有最初设定的目标，同时要把损失降至最低。

关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表示希望西方的理
性思维能够占上风。他说，任何人都做不到为俄罗斯关
闭所有的门和窗。

普京说，“布恰事件”是假新闻，乌克兰当局背离了在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的成果，使局面陷入了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