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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同巴外长举行会谈

马里乌波尔争夺落幕：
乌武装人员投降 俄完全掌握控制权

冲突何时了 俄乌都难料
乌克兰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 20 日发布声明说，随着最后一批被围
困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克兰武装人员投降，
俄军已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市。
分析人士指出，完全掌握战略重镇马里乌波尔控制
权对俄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或有助于俄加速推进在乌东
部顿巴斯地区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俄乌双方的谈判
陷入停滞，美国及其盟友继续加大对乌政治支持和军事
援助力度，
俄乌冲突何时结束难以预料。
自俄宣布在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马里乌波尔
便是俄军的重点目标，俄乌双方围绕此地展开了历时 2
个多月的激烈争夺。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20 日说，自 16 日以来，
共有 2439 名被围困在亚速钢铁厂的乌方武装人员投
降。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已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军完全控
制了亚速钢铁厂和马里乌波尔市。
马里乌波尔是乌东南部亚速海沿岸重要的港口城
市。夺取马里乌波尔，意味着俄军建起了一条连接克里
米亚与顿巴斯地区、继而前往俄罗斯内陆的通道，这对

俄后续开展军事行动无疑大有裨益。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
卡申说，取得对马里乌波尔控制权是俄军取得的重大军事
进展。马里乌波尔是乌军重要防御中心，完全控制这座城
市将为俄军在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腾出大量兵力。俄军
将可以与顿巴斯地区民间武装完成整编合并，加速推进完
成在顿巴斯地区的特别军事行动任务。
马里乌波尔对乌克兰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乌克兰政
治基金会主席邦达连科说，马里乌波尔既拥有重要港口，
也是乌重要冶金厂所在地。冶金业是乌克兰重要外汇来
源，
失去马里乌波尔对乌经济是个严重打击。
此外，驻守马里乌波尔的“亚速营”是俄方眼中的民族
主义武装分子，因此占领该地对于俄完成特别军事行动既
定目标中的“去纳粹化”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围绕马里乌波尔的争夺虽已结束，但俄乌冲突何时
收场依然难以预料。据乌媒体报道，接下来数周乌方将
面临艰难局面。
据乌国家通讯社20日报道，
乌东部战况激烈并出现恶化
迹象，
俄军向整个军事接触线发起猛烈攻击，
主要目标是包围
在卢甘斯克地区西部利西昌斯克和北顿涅茨克两地的乌军。
另一方面，马里乌波尔争夺结束前，俄乌之间的和平

美国“印太战略”必然失败
新华社广州5月22日电

（记者 徐弘毅）5 月 22 日，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同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在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针对记者问及美国正在大力推销旨在围堵中国的所谓“印太
战略”，王毅表示，美国的“印太战略”正在引发国际上尤其是亚太
各国越来越多的警惕和担忧。因为这个所谓“战略”
的马脚已经露
出来了，
不仅想抹去“亚太”
的名称，
抹去亚太地区行之有效的区域
合作架构，还想抹去几十年来地区各国共同努力创造的和平发展
成果和势头。可谓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王毅强调，
亚太人民对霸权主导的冲突对抗记忆犹新，
现在追
求的是国家稳定和生活幸福。亚太国家普遍不愿选边站队，主流
声音是希望各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亚太地区的时代潮流是推
进区域一体化，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
本地
区保持了总体和平稳定，亚洲这辆发展列车率先冲出疫情阴霾，
2021 年 GDP 增速高达 6.3%，这一局面来之不易，靠的是亚太国家
团结一心，
靠的是亚太人民辛勤耕耘。
王毅说，
美国炮制出来的“印太战略”
打着“自由开放”
旗号，
却
热衷于拉帮结伙搞“小圈子”；
声称要“改变中国的周边环境”，
目的
就是企图围堵中国，让亚太国家充当美霸权的“马前卒”。尤其危
险的是，美方撕去伪装，挑动并大打“台湾牌”
“南海牌”，试图把其
他地区搞乱以后，再把亚太地区也搞乱。事实将证明，所谓“印太
战略”本质上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的战略，就是一个煽动对抗的战
略，就是一个破坏和平的战略，这个战略不管做什么包装、换什么
马甲，
最终必然是一个失败的战略。本地区的人民要正告美方，
早
已过时的冷战剧本绝不能在亚洲重演，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动乱战
乱，
绝不容在本地区发生。

谈判陷入停滞。俄外长拉夫罗夫 17 日说，乌方实际上已经
退出谈判进程。同一天，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表
示，
乌俄谈判进程已暂停。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托卡列夫
认为，从马里乌波尔腾出手的俄军未来可以将主要精力聚
焦顿巴斯地区。至于能否迫使乌方回归谈判，并使俄方在
谈判中获得更有利地位，还要看俄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推
进情况。
与此同时，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持续加大对乌军事和经
济援助，给乌克兰局势火上浇油。美国总统拜登 21 日签署
400 亿美元的援乌法案，白宫还在考虑向乌军提供先进的
反舰导弹。此外，20 日在德国落幕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
行长会议就进一步援乌达成一致，七国集团将向乌克兰追
加 95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俄国立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和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苏斯
洛夫说，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向乌提供大量援助，
不断向乌提
供重型武器，
旨在让乌尽可能拖延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此
外，北约近期举行的“欧洲捍卫者 2022”和“快速反应 2022”
演习以及拉拢芬兰、瑞典入约等行为，
都会加剧俄与北约对
立，
进一步推升地区安全风险。

新华社莫斯科5月22日电

拜登重金援乌 俄永禁其入境

塞匈领导人表示

乌局势将影响粮食安全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22日电 美国总统拜登 21 日签署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5月21日电

（记者 石中玉）塞
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和到访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21 日表
示，
乌克兰局势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影响。
为期一周的第 89 届塞尔维亚国际农业博览会当天
在塞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开幕。武契奇和欧尔班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
武契奇在致辞中说，如果乌克兰局势不发生改变，
全球将有近四分之一人口出现基本粮食供应短缺问
题。他积极评价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双边贸易合作，表示
匈牙利已成为塞尔维亚在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欧尔班说，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可以相互依靠，应对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问题。他表示，匈牙利不同意欧
盟对俄罗斯施加制裁的决定，对俄实施石油禁运等措施
将对匈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

法案，向乌克兰提供 400 亿美元援助。为反击制裁，俄罗斯
21 日宣布永久禁止包括拜登在内的近千名美加公民入境。
美国总统拜登 21 日签署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 400 亿美
元额外援助的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
体上发文表示感谢。泽连斯基说，美国的支持对乌克兰非
常重要，
乌克兰期待新的强有力的军事援助。
此前，拜登还批准对乌提供价值达 1 亿美元的额外安
全援助，
包括榴弹炮、反炮兵雷达等装备。
俄罗斯外交部 21 日公布一份永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
美国公民名单，共有包括拜登在内的 963 人。俄外交部说，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约百万物种面临灭绝威胁

美国政府的敌对行动将继续受到适当的回击，俄方的反制
是被迫的。俄罗斯不寻求对抗，并愿意进行相互尊重的坦
诚对话。
俄罗斯当天还宣布，作为对加拿大实施反俄制裁的回
应，俄方决定永久禁止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妻子在内
的 26 名加拿大公民入境俄罗斯。
俄外交部声明说，加拿大政府出台的反俄制裁不仅针
对俄政界、军界和商界人士，还涉及他们的亲人，因此俄方
决定将加高级官员及其亲朋、军工联合体和造船企业高管
及军队指挥官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俄方还将在近期出台新
的反制措施。

据新华社联合国5月22日电

（记者 王建刚）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在 5 月 22 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发表声明，呼吁人
类携手保护自然，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四分之三的陆地环境和三分之二的海
洋环境已因人类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约有 100 万个物种面临灭
绝威胁。
古特雷斯说，生物多样性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结束气候
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阻止土地退化、构建粮食安全体系、促
进人类健康等至关重要，人类应停止“对自然毫无理性的破坏性
战争”。
他说，各国政府今年将开会商定一个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提出明确且可衡量的目标，以使地球在 2030 年前走上恢复之路。
这个框架必须从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源着手，推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俄称北极地区

因
“聚会门”
事件面临下台压力

正变为军事行动“国际舞台”

英首相为自保寻找“替罪羊”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北极事务的高级官员尼古拉·科
尔丘诺夫 22 日说，北极地区正在变为军事行动的“国际
舞台”，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无助于
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科尔丘诺夫当天接受俄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说，北极
地区国际军事活动呈增多趋势，那里“正变为军事行动
的国际舞台”。他表示，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趋势”，俄
方不得不关注。
科尔丘诺夫说：
“ 军事不结盟政策是瑞典和芬兰的
传统政策，长期以来为确保北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奠定
了坚实基础。北约可能吸纳这两个国家，这无助于实现
上述目标。
”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 20 日说，俄罗斯将
在 俄 西 部 地 区 新 建 军 事 基 地 ，以 应 对 北 约 的 扩 张 。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近日因“聚会门”事件面临下台压
力。英国政府人士 21 日透露，约翰逊准备让内阁秘书西蒙·凯斯
为这桩丑闻承担责任，
以保住首相职位。
英国媒体报道，内阁办公室常任秘书休·格雷即将发布“聚会
门”事件完整版调查报告，可能给约翰逊带来更大打击。英国政
府人士说，格雷的完整版调查报告除了点名批评约翰逊，还将包
含指责内阁秘书凯斯的内容，认定凯斯对首相府和内阁办公室在
疫情期间违规饮酒聚会负有责任。
多名政府官员预期，凯斯将受到严厉批评，成为“聚会门”事
件“替罪羊”。他可能主动辞职或遭约翰逊解职，以使约翰逊保住
职位。借惩罚凯斯，约翰逊将显示自己“行动果断”，并且从中得
到教训。
一名消息人士说：
“这可能就是凯斯留在原位、没有被调动的
原因。因为约翰逊需要这样一个人。
”

新华社微特稿

土总统与北约秘书长等通电话

讨论瑞芬两国申请入约问题

：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22日电

（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
织 21 日发布猴痘疫情暴发预警称，鉴于目前已在多个未流
行猴痘病毒的国家发现病例，未来有可能在这些国家及其
他国家发现更多病例，
猴痘病毒将进一步传播。
世卫组织21日数据显示，
5月13日以来，
世卫组织3个地
区办事处的12个未流行猴痘病毒的国家已报告了92例确诊病
例和28例疑似病例，
迄今还没有死亡病例。世卫组织预计，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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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星际客机”对接国际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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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 21 日载一个假人模型与国际
空间站成功对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寻求用多种方式向国际
空间站运送宇航员的努力又向前迈进一步。
据美联社报道，
“星际客机”在距离国际空间站 10 米远的位置
停留了近 2 个小时，时长超出原定计划，因为地面控制人员要将飞
船调试到确保万无一失。到了可以开始对接时，
“星际客机”仅用
4 分钟就完成任务，
地面控制中心随即响起欢呼声。
如果此次试飞进展顺利，
“星际客机”最早可于今年秋季开展
载人飞行任务，
运送宇航员至国际空间站。

着监测的扩大，
未来有可能在已报告病例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发
现更多病例。当前应对重点是向最容易感染猴痘的人群提供
准确信息以阻止进一步传播。证据表明，
感染风险最高的是在
猴痘患者出现症状后与他们有过密切身体接触的人群。
世卫组织呼吁，各国应警惕患者是否出现非典型皮疹
相关信号，这类皮疹依次表现为斑疹、丘疹、水疱、脓疱、结
痂等，
并可能伴有发热、淋巴结肿大、背痛和肌肉酸痛等。

 

：

搭载一个假人模型

世卫组织：更多国家或将发现猴痘病例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5月21日电（记者 王峰）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 21 日分别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瑞典首相安德松、芬兰总统尼尼斯托通电话，讨论瑞典
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问题。
据土耳其总统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埃尔多安在与斯
托尔滕贝格通话时说，除非瑞典和芬兰明确表明，它们
将在基本问题特别是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与土耳其团结
一致，否则土耳其不会对两国加入北约持积极立场。斯
托尔滕贝格表示，
土耳其的安全关切应该得到解决。

新华社专特稿

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于5月22日至26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
在会前表示，如今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拦路虎”，世界各国应巩固信任，加强合作，携手应对挑战。此次世界经济论
坛年会是2020年1月以来，这一活动首次回到达沃斯以线下方式举办。图为一名工作人员经过世界经济论坛年
会主会场讲台。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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