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国内·国际

2022年6月19日 星期日 责编：哈欣 美编：孟宪东

中石化上海石化火灾仍在救援

西方蓄意破坏当前全球经济准则 导致整个国际社会处于困难时期

普京提出俄经济发展六原则
新华社圣彼得堡 6月 17日电

（记者
赵冰 耿鹏宇）第二十五届圣彼得堡国际
经济论坛全会 17 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
行。俄总统普京在论坛上发表的讲话中
就相关政治、经济问题阐述观点，提出俄
罗斯经济发展的六项主要原则。
普京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恶化与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无
关。他强调，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通胀飙
升早在特别军事行动前已经出现，
“ 这是
世界被所谓的七国集团不负责任的宏观
经济政策长期裹挟所致”。普京说，俄特
别军事行动已成为西方的“救生圈”，他们
借此将自己的过错归咎于俄罗斯。
普京表示，俄罗斯“永远不会走闭关
自守、封闭经济的道路”。他提出俄罗斯
经济发展的六项主要原则，即保持开放、

日本最高法院：

政府无需赔偿福岛核灾民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日本最高法
院 17 日驳回大约 3700 名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泄漏事故受影响人员的国家赔偿请求，
认为政府对福岛县及周边居民疏散避难
多年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这是最高法院首次就日本政府是否
应当为福岛核事故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作
出裁决。共同社解读，这势必会作为判例
影响今后的类似诉讼。
日本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 17 日作出
的裁决涉及在福岛县及附近群马、千叶、爱
媛三县居民发起的 4 桩集体诉讼。核事故
迫使这些原告背井离乡，或者使他们的生
活受到严重影响。他们向福岛第一核电站
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索赔。
原告认为，如果日本政府根据 2002 年
公开的一份海啸风险长期评估报告，行使
监督权力，要求东电采取预防性措施避免
核电站被淹，这场灾难本可避免。日本政
府和东电主张，即便预见海啸可能袭击核
电站并采取措施，政府和运营商也无需承
担责任，理由是 11 年前海啸真正发生时，
范围和方向与评估预测不同。
自 2013 年以来，日本各地迄今发起大
约 30 起类似诉讼，
原告人数超过 1.2 万。
在先前裁决中，各下级法院持不同意
见。一些地方法院判日本政府和东电都
需要赔偿，一些地方法院驳回对日本政府
的索赔。
就上述 4 起集体诉讼，最高法院今年 3
月在一份裁决中支持下级法院的决定，认
为东电应独自承担所有赔偿责任，总计赔
偿 14 亿日元（约合 1050 万美元）。

支持创业自由、负责任和平衡的宏观经济
政策、社会公正、基础设施超前发展以及
实现真正的技术主权。
普京说，西方基于过时的地缘政治幻
想蓄意破坏当前全球经济准则，导致整个
国际社会处于困难时期，许多以前因疫情
而中断的贸易、生产和物流联系经历新的
考验。当今世界在地缘政治、经济、技术
以及国际关系各个领域正在发生革命性、
颠覆性、不可阻挡的变化，而西方试图阻
止这一历史进程。
普京在谈到全球粮食问题时说，当前
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是增加对全球粮食
市场的供应，包括满足特别需要粮食的国
家的需求。俄罗斯可以确保国内粮食安
全，也已经准备好为平衡国际农产品市场
作出贡献。普京同时驳斥了对俄罗斯限

制乌粮食出口的指责，表示俄没有干涉乌
克兰对国际市场的粮食供应。
普京强调，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
速度和数量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对
俄发动的经济闪电战并未成功。实践证
明，制裁武器是把“双刃剑”，欧盟成员国
和欧洲公司自己也可能受害。
普京说，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
盟，
因为欧盟不是军事集团。俄罗斯反对的
一直是乌克兰的军事发展，
因为这对俄罗斯
构成威胁。同时，
普京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是
否会为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表示怀疑。
普京说，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是
“被迫采取的必要措施”，
“ 局势迟早会恢
复正常，
（俄罗斯）改善与乌克兰的关系是
必然的”。普京同时强调，俄罗斯不会用
核武器威胁别国。

确认 1 人死亡 已成立事故调查组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出席全
会并致辞说，
建设一个和平、稳定和经济强
大的欧亚大陆将成为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
展和包容性增长的有利因素。哈萨克斯坦
作为欧亚一体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始终
支持与其他国际组织的互利合作。哈萨克
斯坦将始终如一地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
充分发挥合作潜力。对哈萨克斯坦而言，
当务之急是推动欧亚一体化与中国“一带
一路”
倡议相结合。
埃及总统塞西当天在视频致辞中说，
希望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能帮助寻找有
效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减少全球经济困
难的负面影响和后果。当前形势下，重要
的是要兼顾各国关切和利益，既符合保障
各国人民安全和福祉的要求，也有利于在
政治问题上实现长期相互理解。

西方制裁下，俄罗斯人的生活怎么样？
新华社莫斯科6月18日电

三个多月
来，美国牵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全方
位制裁，试图通过封锁俄罗斯破坏其社会
稳定。三个多月过去了，俄罗斯民众的生
活到底怎么样？让我们看看当地民众怎
么说。

俄方反制裁措施逐渐见效
美国《纽约时报》6 月 10 日刊文说，面
对西方严厉制裁，俄经济展现出惊人韧
性。三个多月来，西方制裁、西方企业撤
出俄市场等措施，
显然未能摧毁俄经济。
西方大规模升级制裁之初，俄罗斯社
会经济生活确实受到一定影响，出现卢布
贬值、物价上涨等情况，
但随着俄方出台一
系列反制措施，
俄经济秩序逐渐恢复稳定。
俄央行数据显示，5 月及 6 月初国内
物价涨幅放缓。俄总统普京 6 月 7 日说，
自 5 月下半月以来，国内物价上涨势头得
到遏制。
已退休的瓦莲金娜说：
“ 西方制裁可

能会使我们经历一段困难时期，但我坚信
我们一定会挺过去。
”

“没有谁无法取代”
西方对俄制裁确实给俄罗斯人的生
活带来一些改变。麦当劳、可口可乐、星
巴克、优衣库、H&amp;M 等品牌纷纷暂停
经营或撤出俄罗斯市场，支付平台 PayPal
关停在俄业务甚至导致许多俄罗斯人坐
地铁、乘公交时无法使用手机支付。但现
实情况显示，俄本土产品和服务在替代美
国品牌。
麦当劳 30 多年前在俄设立的首家门
店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普希金广场。该店
面因麦当劳退出俄市场而关闭后，于 6 月
12 日重新开业，
更名为“只有美味”。
记者 12 日看到，离开门还有 2 小时，这
家门店外就开始排起了长队。中午 12 时，
店外和街道两旁已人满为患。炙热阳光
下，
不少顾客一起欢呼倒数。
家住附近的尤利娅告诉记者，30 多年

前麦当劳开店时“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
没想到如今再一次目睹这样的排队盛况。
“我买了一个双层芝士牛肉汉堡、一个
大份炸薯条和一杯可乐。汉堡和薯条的味
道和以前差不多，价格也变化不大。”莫斯
科市民弗拉基米尔和记者分享消费体验，
“麦当劳没了，
我们自己的品牌也不错。
”
在麦当劳工作多年的斯韦特兰娜说，
店内没有一个员工辞职，大家都很高兴重
返工作岗位。
“ 对我们来说什么都没有改
变，
只是帽子上的字母‘M’
被去掉了。
”
软件工程师瓦洛佳说，没有谁是无法
取代的，
“没有麦当劳，
我们还有‘小土豆’
、
薄饼等俄式快餐”。
在会计师奥尔加博诺娃看来，随着一
些国外品牌退出，本土品牌反倒获得更多
发展机会，本土设计师更有施展才华的舞
台。
“支持国货，
可能会吸引更多人创业。
”
“我们有足够耐心适应变化和西方制
裁。
”
另一位名叫斯韦特兰娜的莫斯科市民
说道。

向美引渡阿桑奇引发英民众示威
“维基揭秘”
声明：
引渡是为了让阿桑奇在美方
“监狱系统最黑暗的角落里消失”

俄媒确认

两名美退役军人在乌被俘
俄罗斯官方媒体 17 日播放两名在乌
克兰参战时“失踪”的美国退役军人画面，
称两人被顿巴斯当地武装拘押。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即时通信软件
“电报”上的频道当天播放了一段对越南
裔美国人安迪·黄的采访。美国媒体先前
报道，安迪·黄与另一名美国人亚历山大·
德吕克上周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一
带失踪，两人曾分别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
陆军服役。
黄在视频中说，两人在一场战斗中撤
退到树林里，躲藏几个小时后，向俄军投
降。不过，按照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说
法，两人与大部队走散后，穿过树林，来到
一座村庄，
碰到巡逻的俄军后投降。
今 日 俄 罗 斯 电 视 台 一 名 记 者 在“ 电
报”上传一段德吕克的视频。视频中，德
吕克疑似坐在一个办公室里，背后有电脑
显示器和电话座机。他朝着摄像头向母
亲说话，
说自己“还活着，
希望尽早回家”。
德吕克的亲人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说，德吕克在视频中做了暗号和手势，证
明视频中的确是他本人。他在役时曾被
派驻伊拉克，当时向母亲介绍过这些暗号
和手势。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17 日早些时候
说，他已经获悉相关情况。他敦促美国人
不要前往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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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88路车回家》
第21、22集 这天，高山的
■

6月18日拍摄的救援现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6月18日电 记者从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获悉，18 日 4 时 28 分该企业化工部乙二醇装置发生火
情，目前仍在救援中，已确认 1 人死亡。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最
新通报显示，
现场处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已会同相关部门成立事
故调查组，
依法依规开展调查。
据介绍，发生火情的区域为中石化上海石化位于上海市金山
区隆安东路的乙二醇装置。上海市 119 指挥中心接警后迅速调派
上海市金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上海市奉贤区消防救援支队、上海化
学工业区消防救援支队等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进行扑救。经初
步核实，目前事故导致上海石化 1 名员工手臂轻微擦伤，1 名第三
方运输车辆驾驶员死亡。
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调派 563 名消防救
援人员、113 辆消防车前往现场处置。
据了解，针对当日 4 时 28 分上海市金山区中石化上海石化有
限公司化工部发生的火灾，应急管理部已派出由消防救援局负责
同志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指导处置。目前现场火势已
经得到有效控制。
火情发生后，
中石化上海石化同步启动了环境应急预案，
对公
司厂界及外部区域持续进行环境监测。上海市及金山区生态环境
部门监测数据显示，
空气质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现场污水雨水管
道已经封闭，
周边河道未发现水体污染。
据了解，乙二醇主要用于制备聚酯涤纶，并用作染料、油墨等
的溶剂和配制发动机的抗冻剂，也可用于玻璃纸、纤维、皮革的湿
润剂等。

传播链条基本阻断

北京天堂酒吧疫情进入收尾阶段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记者 林苗苗）18 日举行的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
北京新冠疫情每日新
增病例数已连续 4 天下降，并降至个位数，连续 3 天无社会面新增
病例。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传播链条已基本阻断，疫情形势
持续向好，
进入收尾阶段。
“自 6 月 9 日以来这十天，北京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
验。
”
徐和建说。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6 月 18 日 0 时
至 15 时，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1 例，在房山区，为无
症状感染者，隔离观察人员。6 月 9 日至 18 日 15 时，北京市累计报
告 369 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本轮聚集性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防疫成果来之不
易 ，要 克 服 麻 痹 思 想 、侥 幸 心 理 、松 劲 心 态 ，持 续 做 好 风 险 人
员和点位的查漏补缺，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刘晓峰同时
提醒。

6月17日0时至24时

天津无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 年 6 月 17
日 0 时至 24 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无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感染者。

大臣帕特尔 17 日批准向美国引渡“维基揭
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此举在英
国民众中引发争议。
“维基揭秘”表示将向英国高等法院
提起上诉。
“ 维基揭秘”在最新声明中说，
引渡是为了让阿桑奇在美方“监狱系统最
黑暗的角落里消失”，
“以阻止其他人追究
政府的责任”。
英国内政部说，根据英国法院裁定，
没有发现引渡阿桑奇侵犯他的人权，包括
受到公平审判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在美国
期间他将得到适当的对待，包括与健康有
关的待遇。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国际法教授奥
斯卡·瓜迪奥拉-里维拉对新华社记者说，
批准向美国引渡阿桑奇这个决定是可鄙
的，且没有法律依据，美国政府作出不会
允许对阿桑奇施加虐待的承诺“不可信”。
“这一决定令全世界所有记者感到震
惊。这意味着，
如果他们敢于公开举证美国
政府采取非法行动或侵犯人权的文件，
他们
可能面临无期徒刑。这是一个纯粹的政治
性决定和一个纯粹的惩罚性决定。
”
他说。

出的批准引渡决定，阿桑奇有 14 天时间
上诉。
“维基揭秘”当天证实，下一步将向英
国高等法院提起上诉。阿桑奇的律师说，
“如果有必要，
将（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
“维基揭秘”
网站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布
声明回应：
“今天不是战斗的终点。这只是
一场新的法律战的开始。我们将通过法律
体系上诉。
”
“朱利安没做错事，
他没有犯下任何罪
行，
不是罪犯，
”
这一网站在声明中说，
“他只是
记者和出版商，
因为尽职尽责而受到惩罚。
”
向美国引渡阿桑奇一案在英国引发争
议。今年 5 月，
数百名英国民众在内政部大
楼门前示威，呼吁阻止将阿桑奇引渡至美
国。6 月 17 日，
民众手举写有
“释放阿桑奇”
的标语牌，
再次聚集到英国内政部大楼门前。
参与示威的伦敦市民诺尼卡说，美国
政府以阿桑奇触犯“间谍法”
为由要求引渡
他，
这是美国政府的“老套路”。
“维基揭秘”
及阿桑奇的支持者认为，
阿
桑奇案背后有
“政治动机”
，
因为阿桑奇公布
了美国
“犯下战争罪并掩盖罪行”
的证据。

新华社发
新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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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发了美军战争罪行。阿桑奇随
即身陷官司，美国援引《反间谍法》对
他提出涉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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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美国引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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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今年4月下旬发
布引渡令，正式批准将阿桑奇引渡至
美国。
据新华社电

3、24
■《鼓楼外》第2
集 易小船带领大家售卖
降价鸵鸟肉，引来大批客
户争抢购买。于文二人急
匆匆赶来，见状却讽刺易
小船此番举动只会输得更
快。易小船见文卫东来
此，便停止了售卖。大批
买不到鸵鸟肉的顾客顿时
哄闹起来，文卫东提醒尹
东义以更低的价格吸引走
顾客……

疫情快报

6月17日，一名女子在位于伦敦的英国内政部大楼门前手举写有“释放阿桑奇”的标语牌。
据新华社伦敦6月18日电 英国内政
针 对 英 国 内 政 大 臣 帕 特 尔 17 日 做

电视剧

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个故人
拜访，他叫管峰，是高山的
前男友。当年俩人金童玉
女，论及婚嫁，但最后管峰
却跟省里的一个高干子女
结婚了，高山一时想不开
自尽了，
虽然救得及时，但
母亲却因此深受打击去
世。面对管峰的突然到
来，高山百感交集，但是她
表示自己过得好极了，早
就结婚了……

天视2套 18:15
《老米家的婚事》第
2—4集 米婶给米青传授恋
■

爱规则，
让她好好学习，不
能当乖乖女，
否则很难找到
男朋友。南北带朋友拍婚
纱照借机又来找米蓝，
他是
决心追米蓝了。小石头出
来阻拦可是斗不过他……

天视4套 21:00

《非你莫属》

■
郝芝
仪，今年 22 岁，天津市天
狮学院体育艺术与设计专
业在读。她 9 岁的时候被
体校教练选中练击剑，练
了 10 年，获得两次天津市
全运会奖项。郝芝仪现场
还进行了篮球赛的赛事解
说 ，得 到 企 业 家 们 的 认
可。她此次寻求体育类或
销售岗位，
能否求职成功？

天津卫视 21:20

《相声大会》

■
前几
期“拓展训练营”考验了营
员们说学逗唱的功力，也
考验了大家对人文历史知
识的积累。这一期我们考
查的是声台形表中的
“形”，具体来说就是你的
身体是否灵活，体态是否
优美，能不能跳一段像样
的舞蹈。基于上述几点，
这一期的
“拓展训练营”也
许会出现一些让你辣眼睛
的画面，更会展示你意想
不到的惊喜瞬间。

天视2套 19:45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快 乐 生 活 剧
场：鼓楼外（23、24）21:20
非你莫属

西藏公布

拉萨杰丁噶摩崖石刻造像群完整资料
17 日，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首次公布拉萨杰丁噶摩崖
石刻造像群考古发现与保护全过程资料。根据考古人员调查考
证，
这一石刻群是目前所知拉萨河谷发现的年代最早、雕工水平最
高、规模最大的早期佛教摩崖石刻造像群。
杰丁噶摩崖石刻造像群位于拉萨市蔡公堂乡协村的山谷内。
考古人员在此发现 6 处摩崖石刻地点，
共计 22 个画幅，
内容题材包
括密教毗卢遮那（朗巴朗则）、强巴佛、猕猴献蜜、七政宝、观音及藏
文题记等。
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夏格旺堆说，这一石刻造像
群造像技法皆为阴线刻，雕工技术娴熟，线条流畅。此外，部分
石刻群区域不仅造像分布集中，而且在其周围可见地面石砌建
筑遗址，推测应当与早期佛教修行场相关。石刻群中，部分造型
还反映出较为明显的元代特征、吐蕃晚期或吐蕃分裂不久后的
吐蕃遗风。
“根据石刻风格、题材、藏文题记特征等初步推断，
杰丁噶摩崖
石刻造型大体可分为公元 9 世纪晚期至 11 世纪、11 世纪至 13 世纪
两个时期。这一摩崖石刻造像群的发现，为西藏腹心区域佛教思
想、艺术史和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夏格旺
堆说。
据悉，2017 年，拉萨市柳梧新区嘎琼寺驻寺干部永中久美根
据当地村民提供的线索，在拉萨市东面蔡公堂的杰丁噶小山沟内
首次确认了这处早期摩崖石刻群。同年 9 月，杰丁噶摩崖石刻造
像群被公布为第七批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据新华社电

天视2套（103）

18:15 剧场：坐 88 路
车 回 家（21、22）19:45 相
声大会

天视3套（104）

17:30 剧 场 ：当 人 心
遇上仁心(34)19:00 剧场：
狐影(24—27)22:00 剧场：
破冰行动(16、17)

天视4套（105）

21:00 剧 场 ：老 米 家
的婚事（2—4）

天视5套（106）

22:10 中超联赛第一
阶段第 4 轮 天津津门虎
VS 成都蓉城

天视6套（107）

18:30 警方报道19:20
法眼精编 20:10 百医百顺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9:31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