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已对乌
克兰谈判代表失去信任，对于乌方在谈判过程
中的自相矛盾，俄方已做好准备。扎哈罗娃表
示，乌克兰问题进程一直被美国和其他北约国
家所操纵，因此“乌总统泽连斯基的独立性根
本无从谈起”。

■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0日通报，
俄军使用高精度导弹对乌两个地区进行打击，
消灭乌军近40人，摧毁军事技术装备7件。

■俄方建议冲突双方自20日13时30分
起宣布在亚速钢铁厂进入“静默模式”。

■在“静默模式”期间，亚速钢铁厂周边
的俄军和顿涅茨克的武装力量将停止军事行
动并撤离至安全距离，俄方将为所有放下武器
的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和医疗服务。

7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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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防长通电话

美国不应低估中国的决心和能力

俄向乌列出“明确提议”
俄方指责乌方背弃承诺 对谈判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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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记者 梅常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20日应约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电话。

魏凤和说，中美双方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中国希望与
美国建立健康稳定发展的大国关系，也必将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
美国不应低估中国的决心和能力。两军要增进军事互信，加强对
话交流，管控风险危机，开展务实合作，确保两军关系正常稳定发
展。魏凤和强调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
覆性影响。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奥斯汀表示，美方将本着坦诚开放的态度加强对华军事领域
交往合作。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双方应以负责任方式管控竞
争、管控风险，妥善处理两军关系面临的难题。
双方还就海空安全问题、乌克兰局势等交换看法。

印尼雅万高铁动车走行线铺轨

这是4月20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拍摄的雅万高铁铺轨施工现

场（无人机照片）。

20日，随着第一根500米长轨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万隆县

雅万高铁动车走行线顺利铺设，雅万高铁开始启动铺轨施工。雅

万高铁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新华社发

新华社洛杉矶4月19日电（记者 黄恒）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
馆19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上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帝国
沙丘”休闲娱乐区发生的一起事故中，有一名中国留学生死亡，另
有3名留学生受伤。
总领馆官员说，总领馆已与去世留学生的家人取得联系，向其

表示慰问，正在为家属善后提供必要协助。
据美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在4月15日。警方判断这4名中

国留学生乘坐的车辆可能在上坡时失控，发生倒翻或侧翻，导致其
中一人被甩出后死亡。

报道说，死者是一名29岁的研究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查普
曼大学攻读电影摄像，另外3名受伤者来自南加州大学，也是电影
相关专业学生。目前，不清楚事发时这4人是在游玩还是在从事
拍摄工作。
“帝国沙丘”休闲娱乐区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附近，极限越

野运动爱好者经常聚集于此举行沙地竞速活动。该地曾多次出现
事故和险情。

美翻车事故致中国留学生1死3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20日说，
俄罗斯已经交给乌克兰方面一份明确列出俄方提议的草
案文件，等待乌方回应。他同时指责乌方背弃承诺，对谈
判造成不良影响。

“球已传到乌方”

佩斯科夫当天告诉媒体记者：“当前，我们的草案文件
已交至乌方，里面包括绝对清晰的要点。球已传到他们那
边，我们正在等待结果。”他没有细说俄方提议的具体内容。
按他的说法，乌方并未寻求加速谈判进程，反而在已

商定问题上改变立场，使得谈判进展缓慢。
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俄乌双方已举行多轮谈判。最近一轮谈判3月29日在土
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取得一些进展，后续以视频形式磋

商。但俄方近日表示，乌方提交的最新协议草案显示其
已经背离伊斯坦布尔谈判确定的重要立场。

元首会面有前提

佩斯科夫同时就俄乌领导人会面话题作出回应，称这
需要准备工作。本周早些时候，以色列驻俄罗斯大使本·
兹维证实，以色列有意安排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耶路撒冷会面。

对此，佩斯科夫说：“这不是以色列首次示意要举办
双方领导人会面。我们已经解释了太多太多次，这种假
想的会面需要什么前提条件。”

除以色列外，土耳其也曾表示有意主办俄乌元首会
晤。佩斯科夫数日前说，普京原则上不拒绝与泽连斯基
会面，由于停火协议文本暂未准备好，一些实质性议题尚

未取得突破，双方还需为会面做准备。

金属业遭“敌视”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金属企业正遭遇来自“不友好国
家”的“敌视”，俄方将拿出方案予以应对。

俄罗斯是铝、镍、钯、铜等多种金属的主要生产国。“我
们在这个行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我们的金属业已开始
遭到敌视……相关企业面临困境。”他说。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先后宣布针对俄
罗斯的制裁措施，涉及诸多领域。虽然西方国家没有直接
制裁俄罗斯金属企业，但对多名在俄金属企业持股的个人
实施制裁，使得这些企业的业务受到影响。

克里姆林宫方面说，普京定于20日晚些时候接见一些
金属企业代表。 张旌 新华社专特稿

乌克兰局势

据新华社莫斯科4月19日电（记者 黄河）俄罗斯国
家防御指挥中心负责人米津采夫19日晚发表声明说，从
莫斯科时间20日14时（北京时间20日19时）起，俄方将
继续在马里乌波尔市的亚速钢铁厂开放人道主义通道，
以便让放下武器的乌克兰武装人员和外国雇佣兵撤离。
乌克兰副总理韦列修克20日说，乌俄双方已同意开

辟人道主义通道，以便从马里乌波尔市撤出老人、妇女和
儿童。另据乌克兰媒体当天报道，马里乌波尔市的亚速
钢铁厂遭到俄军轰炸，几乎完全被摧毁。

米津采夫说，俄方建议俄乌双方自莫斯科时间20日

13时（北京时间20日18时）起建立持续沟通渠道，以实
现信息交换。建议冲突双方自当日13时30分起宣布在
亚速钢铁厂进入“静默模式”。自莫斯科时间20日14时
（北京时间20日19时）起，放下武器的乌克兰武装人员和
外国雇佣兵可以“无一例外地撤离”亚速钢铁厂。
米津采夫表示，在“静默模式”期间，亚速钢铁厂周边

的俄军和顿涅茨克的武装力量将停止军事行动并撤离至
安全距离，俄方将为所有放下武器的人员提供安全保障
和医疗服务。

米津采夫在声明中指出，此前俄方已于莫斯科时间

19日14时（北京时间19日19时）起开放亚速钢铁厂的人道
主义通道，但并无人员从那里撤出。乌克兰政府应对被围
困在亚速钢铁厂的武装分子施加影响，以便在“静默模式”
下从那里撤出乌方声称存在的平民。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16日说，俄军3月11
日包围马里乌波尔市时，当地乌军约有8100人。在随后的
冲突中，乌方战损约为4000人，另有1464名乌方军人投
降。目前俄军已控制除亚速钢铁厂之外的马里乌波尔市所
有城区，约2500名乌方武装人员和外国雇佣兵被围困在亚
速钢铁厂内。

乌方：亚速钢铁厂几乎完全被摧毁
俄将继续开放人道主义通道 武装人员和外国雇佣兵放下武器可撤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日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在
21日至24日的东正教复活节期间实施为期4天的人道主义
停火，以便平民安全离开冲突地区，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能
够向冲突地区无阻碍地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古特雷斯
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标志性雕塑“打结的手枪”前对记者
发表谈话时说，联合国准备向马里乌波尔、赫尔松、顿涅茨
克和卢甘斯克派遣人道主义援助车队。 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秘书长

呼吁俄乌东正教复活节期间停火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19日表示，尽快停火止战
才是解决乌克兰人道危机的根本出路。他强调，要全力
减少冲突对平民的伤害。关于俄乌谈判，张军说，中方呼
吁俄罗斯、乌克兰坚持对话谈判大方向，不断缩小分歧，
为实现停火积累条件。其他各方都应把精力放到支持外
交谈判上来。继续大规模送枪送炮不会带来和平，只会
使冲突延长升级，使人道灾难更加恶化。 据新华社电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

送枪送炮不会带来和平

据新华社罗马4月19日电（记者 贺飞）七国集团、欧
盟与北约领导人19日就乌克兰局势举行视频会议，认为
俄罗斯与乌克兰应尽快实现停火。

据意大利总理府19日晚发表的声明，参加此次视频
会议的有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
翰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
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
会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波兰总统杜
达和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

声明说，与会领导人对乌克兰局势深表担忧，认为“有
必要尽快实现停火”，并认同在支持乌克兰方面进行密切
协调的重要性。与会各方认为，有必要通过采取进一步制
裁等方式增加对俄罗斯的压力。

另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9日在记者会上说，
美国政府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弹药和其他军事援助，并在
未来几天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七国集团与欧盟和北约领导人视频会

有必要进一步制裁俄

新华社伦敦4月20日电（记者 许凤）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地
方法院20日发布引渡令，正式批准将“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
安·阿桑奇引渡至美国。此案已移交给英国内政部，将由内政大臣
帕特尔做最终决定。

据英国媒体报道，阿桑奇和他的律师团队可以在 5月 18
日前向帕特尔提交对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引渡令的质
疑。此外，即使帕特尔批准引渡，阿桑奇和他的律师团队还可
以向英国更高层级法院提出上诉。

阿桑奇现年50岁，2006年创办“维基揭秘”网站。2010年，“维
基揭秘”曝光大量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的外交电报
和美军机密文件，揭发了美军的战争罪行。其中一段驻伊拉克美
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射杀记者和平民的视频广为流传。阿桑奇
随即身陷官司，美国对他提出了17项间谍罪名和1项不当使用电
脑罪名的指控。2019年，阿桑奇在英国被捕并被判入狱。随后，
美国以“维基揭秘”公布涉美机密文件危及他人生命安全为由，要
求引渡阿桑奇。

2021年1月，英国一家地方法院做出裁决，拒绝美国提出的引
渡阿桑奇的要求，理由是阿桑奇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被引渡至
美国后有较高自杀风险。2021年12月，英国高等法院做出裁决，
允许美国政府引渡阿桑奇，同时高等法院将案件移交地方法院进
行后续流程。阿桑奇的律师团队随后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今年
3月，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不会受理阿桑奇拒绝被引渡到美国的上
诉请求。

法国一家法庭19日裁定英国送餐平台“户户送”
（Deliveroo）滥用送餐骑手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户户送”
表示将上诉，不会退出法国市场。

法庭判处“户户送”两名前任经理一年监禁、缓期执
行，罚款3万欧元。此外，“户户送”按照罚款额上限被处
以罚款37.5万欧元，还须在其法国官方网站上展示法庭
裁决书，为期一个月。

当前基于互联网平台、网约车司机、快递员、骑手等
“打工人”灵活加入的“零工经济”模式在全球多地蓬勃发
展，同时也面临多方面的诉讼和争议。分析人士认为，上
述裁决将在法国之外产生影响。

一些“户户送”前任骑手此前起诉这家送餐平台，指
责平台滥用他们自由职业者的身份，逃避责任，认为这家
企业应把他们聘为雇员。
依据法国法律，雇员身份意味着享有失业福利、社会

保障和养老金等权益。
法官西尔薇·多尼斯说，对2015年到2017年之间一

段时间的调查，以及随后的法庭听证会显示，在骑手登录
平台期间，“户户送”对他们的工作实施了几乎永久性的
监督和控制。

多尼斯举例说，“户户送”在周末给骑手分配较长的工
作时段，以确保尽可能多的骑手可以接单。如果骑手拒绝
这一安排，就会受到惩罚：在接下来的几周，他们都无法在
该平台接到单。
此外，法庭发现，“户户送”单方面修改加薪标准和成为

骑手所需最低在线时间等规定。“这一系列情况表明（骑手
处于）一种几乎是永久性的从属地位。”多尼斯说，而这一从
属地位是构成雇佣关系的重要要素。
“户户送”2013年在英国首都伦敦成立，目前在十几个

国家和地区运营。2021年3月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上
市，发行价390便士。截至目前，这只股票市值缩水70%，
19日当天股价下跌5%，收报于108便士。
“户户送”一名发言人19日表示，法庭裁决与先前民事

法庭对骑手属于自由职业者的判定相违背，“户户送”强烈
反对这一裁决，将提出上诉。此外，由于诉讼涉及的是其早
期运营模式，“户户送”当前在法国的运营模式不需要改变，
将继续经营法国市场业务。

这名发言人还说，“户户送”将继续现有模式，“向这些
独立的服务供应商（骑手）提供灵活和高薪的业务”。

郭倩 新华社专特稿

侵犯骑手权益？法国处罚送餐平台

英地方法院批准将阿桑奇引渡至美国

4月19日，在马里乌波尔，当地居民从被损坏的建筑旁走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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