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新闻
2021年4月3日 星期六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余鹏 版面 / 立方 校对 / 潇潇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6A

距离缅甸军方接管政权过
去整整两个月，这个国家依旧深
陷暴力泥沼。3月31日，联合国
安理会就缅甸问题举行闭门会
议，联合国秘书长缅甸问题特使
比尔格纳在会议上表示，整个缅
甸正处在陷入“失败”的边缘，爆
发内战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她
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强有力的、统
一且坚决的措施。中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张军表示，暴力和流血
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
望缅甸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采取
建设性的态度和行动推动当前
局势缓和降温。缅甸人民以及
外国公民和企业的生命及财产
安全都应得到保障，任何袭击行
为都不可接受。张军强调，片面
施压，鼓吹采取制裁等强制性措
施只会激化矛盾，加剧对立，使
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不是具有建
设性的做法。

据缅甸当地媒体报道，缅甸
全国反对军方的抗议示威活动
仍在继续，仰光莱丹中心和巴霍
路一带上午又传出阵阵枪声。3
月31日深夜至4月1日凌晨，仰
光两家当地大型超市发生火
灾。由于夜深人静无人报警，火
势很快蔓延开来，天亮后，整栋
建筑物内部被完全烧毁。据介
绍，两家超市所有者均有军方背
景。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4
月1日凌晨，缅甸曼德勒毕基达
贡镇区一居民区发生火灾，大火
在半个小时后被扑灭，但是上百
户民居已经完全被烧毁，数千人
无家可归。而这也是该镇区在
一周之内第二次发生火灾。3月
28日凌晨，该镇区另一居民区发
生火灾，造成 70 多户民居被烧
毁，500多人失去家园。有居民
称，这两场火灾很可能是人为纵
火，但是目前尚无可靠证据。

此外，据路透社报道，缅甸
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所涉案件4月1日在内比都泽布
迪瑞法院第三次开庭。据昂山
素季团队的律师敏敏梭介绍，昂
山素季再被追加一项指控，罪名
为藏匿国家机密文件。据悉，该
项罪名与昂山素季的澳大利亚
籍经济顾问有关。目前为止，昂
山素季已面临五项罪名指控。
本周三，昂山素季与敏敏梭获准
通过视频进行交流，敏敏梭在视
频见面后说，昂山素季看起来健
康状况良好。据律师团队负责

人钦貌佐介绍，双方视频见面时
因有警卫在现场监督，敏敏梭未
能与其讨论非案件相关的其他
事宜，昂山素季希望能与律师团
队所有成员当面对话。

“缅甸危机的区域安全和经
济后果正在恶化，并可能进一步
变糟。”比尔格纳3月31日警告
称，在全球疾病大流行的背景
下，这场危机正在迅速破坏缅甸
脆弱的公共卫生部门，在正常情
况下可以挽救的生命正在丢失，
银行业崩溃和粮食短缺似乎也
迫在眉睫。此外，对企业的冲击
波已经使供应链受到干扰，同时
从根本上对劳动力造成影响。
从印度和泰国边界以及其他地
方涌入的难民是不祥的预兆，但
可能仅仅是个开始。比尔格纳
认为，在军民冲突已造成数百人
死亡之际，缅甸存在爆发内战和

“大屠杀”的风险。
3 月 31 日，缅甸军方发布

《停火与永久和平声明》，将全国
范围停火期限再延长1个月至4
月30日。但军方强调，“除执行
国防和行政事务外，在全国范围
内停止军事行动，除非涉及破坏
政府安全和行政机构”。延长停
火期限旨在促进国内相关方面
积极参与和谈以及庆祝即将到
来的泼水节，并呼吁各方在此期
间为争取获得国内永久和平继
续努力。英国广播公司分析称，
此举是为了防止示威民众与少
数民族地方武装联手，对军方造
成威胁。与此同时，民盟主导的

“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4月1日
宣布，废除2008年出台的宪法，
将代之以新近起草的《联邦民主
宪章》，组建新的“缅甸合众国”，
成立“民族团结政府”和包括各
少数民族在内的联邦军。美联
社评论称，上述举动虽仅具有象
征意义，但可以帮助缅甸国内反
对军方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与少
数民族地方武装结盟，以增加对
军方的压力。

法新社称，缅甸克伦民族联
盟与克钦独立军在最近几天加强
了针对军队和警察的攻击。周
四，缅甸示威人群再次无视威胁，
在仰光悼念到目前为止被杀害的
五百多名抗议者。随后，他们走
上街头，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扣
押的领导人昂山素季，恢复民
主。曼德勒和其他地方也举行了
抗议活动。 据《环球时报》

新华社乌兰巴托 4 月 2 日电
蒙古国是世界上仍保留游牧传统的
国家之一，其气候四季分明。春季
大风、沙尘暴和暴风雪天气频繁。
今年3月中旬，大风和沙尘暴袭击该
国全境，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蒙古国
沙尘暴频发？3 月 31 日，该国自然
环境和旅游部气候变化司司长恩
赫巴特接受记者专访，为我们揭开
真相——

恩赫巴特告诉记者：“蒙古国是
地球上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国家之
一，在这里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
害-——尤其是沙尘暴的发生率正
呈上升之势。”

“如果我们将蒙古国的荒漠化
分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两大类，
那么大多数荒漠化都与自然因素或

气候变化直接相关。”
恩赫巴特介绍，在过去的 80 年

中，蒙古国的平均气温上升约2.25摄
氏度，几乎是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速
度的三倍，更为惊人的是蒙古国总土
地面积的76.8%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
荒漠化。在过去80年中，蒙古国的年
降水量减少7%至8%，特别是春夏等
暖季降水量减少幅度十分严重。

“除非采取具体行动，否则局势
可能会持续恶化。”恩赫巴特不无忧
虑地说。

据官方数据，在过去的40年中，
蒙古国每年的炎热天数增加了近20
天，而在过去的不到15年中，该国经
历了过去80年中最热的10年。就在
这期间，干旱、炎热导致该国1244条
大小河流、湖泊干涸或断流。极端
干旱现象在戈壁和东部地区尤其严
重。

所有这些数据显示，
气候变化对这一亚洲腹
地国家的影响之大。近
年来，蒙古国因气候变化
导致的自然灾害发生率
显著增加。恩赫巴特说，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
是沙尘暴的肆虐。

蒙古国气象专家表
示，今年入春以来，大风、
沙尘暴天气持续时间之
长、强度之大必须引起警
惕。

恩赫巴特强调，防治
荒漠化、减少土地退化和
减少沙尘暴发生频率的
最主要方法是通过植树
种草增加植被覆盖率。
目前，蒙古国植被覆盖率

仅占国土面积的7.9%。
他说，近年来，根据国家预算，

每年植树面积为3000公顷至5000公
顷之间。“蒙古国的目标是在未来四
年中将植被覆盖率提高到8.6%。”恩
赫巴特说。

据了解，2005年以来，蒙古国政
府执行一项名为“绿墙”的国家计
划，以增加南部干旱和戈壁沙漠地
区植被覆盖率并防治荒漠化。

恩赫巴特告诉记者，蒙古国有
兴趣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邻国合
作，学习治理荒漠化经验并扩大防
治荒漠化计划。

“此外，我国一直在与中国有关
组织就沙尘暴和荒漠化治理问题进
行合作。例如，自 2020 年以来，两
国有关部委一直在举行政策性磋商
会议，以确定某些具体的合作方
向。”

新华社开罗4月2日电（记者吴
丹妮 闫婧）随着搁浅货船“长赐号”
日前成功脱困，埃及苏伊士运河正
逐渐恢复正常通行。分析人士认
为，运河交通彻底恢复后，短期内事
故责任认定、损失赔偿等将成为焦
点，长期则需关注如何加强全球供
应链风险管理。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4月1日
晚宣布，自3月29日晚运河航行重启
至 3 月 31 日晚，共有 194 艘、总净吨
位1200万吨的货船相继安全通过，4
月1日又有87艘、总净吨位560万吨
的船只平稳通过，运河内积压船只
逐步疏散。

苏伊士运河位于欧、亚、非三洲
交接地带的要冲，连接红海和地中
海，是亚欧之间最繁忙的石油、精炼
燃料、谷物等货物贸易通道之一。
数据显示，全球海运物流中，约15%

的货船要经过苏伊士运河。
埃及金字塔在线网站4月1日援

引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乌萨
马·拉比耶的话报道，运河管理局就

“长赐号”货船搁浅事故的一次性索赔
金额将超过10亿美元，以补偿运河停
运6天造成的损失和相关救援费用。

拉比耶说，运河管理局目前正
在计算救援工作的投入成本以及受
损河堤的修复费用。据估计，运河
被迫停运造成的收入损失约为每天
1400万到1500万美元。

另据埃及金字塔在线网站报
道，此次事件可能给全球再保险业
造成巨大损失。

业内专家表示，苏伊士运河堵
塞事件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
性，各方应对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和
弹性给予足够重视。

埃及食品工业出口理事会主席

哈尼·巴尔齐对媒体表示，这一事件
对埃及出口贸易和全球物流存在一
定影响，部分商品或将延迟交付。

埃及官方《金字塔报》日前援引
挪威经济学院教授罗阿尔·阿德兰
德的话报道说，全球集装箱海运及
诸多大宗商品贸易对苏伊士运河依
赖程度较高，一旦该航道出现较为
严重的问题，全球海运及供应链会
受到负面影响。

不少航运专家表示，苏伊士运
河的轻微延误或拥堵就能扰乱货物
交付，此次持续多日的严重拥堵给
全球供应链造成较大影响，最终为
此买单的很可能是消费者。

阿德兰德说，运河堵塞等不确
定因素对全球物流造成打击，说明
全球供应链在面对突发、不可控因
素时没有很好的对冲方式，风险管
理有待加强。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 1日
电（记者陈文仙 李骥志）欧盟 1
日发表声明说，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相关方将于 2 日举行视频
会议，讨论美国可能重回这一协
议的前景。

声明说，本次会议将由欧盟
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恩里克·莫
拉代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博雷利主持。来自中国、
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和伊朗
的代表将参加会议。与会者将
讨论“美国可能重回伊核协议的
前景以及如何确保各方充分和
有效地执行该协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
对欧盟主持此次会议表示欢
迎。美方一直在与盟友提出并
探讨方法，以实现美国和伊朗共
同恢复遵守伊核协议。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
准备于近日提出一项新建议以

打破美伊僵局，该建议要求伊朗
停止部分核活动以换取美国解
除部分对伊制裁。

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 1 日批评美国
政府迟迟不重回伊核协议。鲁
哈尼说，正如伊朗最高领袖哈梅
内伊所说，如果美国重回伊核协
议，伊朗也将恢复履行其承诺。
对地区和整个世界而言，“这将
是一个双赢的交易”，但美国人
不理解这一点，未能抓住这个

“黄金机会”。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
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
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
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8 年 5
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
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
制裁措施。2019年5月以来，伊
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知情人士4月1日披露，黎巴嫩
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去年遭遇大爆炸
后亟待重建，德国和法国方面都有
意承建，不过都有附加条件。

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
官告诉路透社，德国方面将于7日向
黎巴嫩看守政府提交一份金额数十
亿欧元的重建计划。

根据这份计划，欧洲投资银行
将提供20亿至30亿欧元贷款，用于
清理爆炸后的废墟和重建港口设
施，港口周围1平方公里的土地将重
新开发规划。承建方将新成立一家
上市公司，整体项目预计花费 42 亿
至127亿欧元。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黎巴嫩官
员证实，德国方面将向黎方提交一
份全面重建计划，而法国集装箱承

运公司达飞海运集团和法国政府也
对重建项目表达意向。

上述欧洲外交官之一说，法方
已向黎巴嫩派出好几个代表团，其
中一个代表团包括达飞海运集团成
员，商讨贝鲁特港口废墟清理。

这名外交官说：“重建计划不是
没有附加条件。德国和法国希望黎
巴嫩先组建致力于改革的新政府。
这个条件不容商量，而且对黎巴嫩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德国外交部和法国外交部暂未
回应路透社的报道。

贝鲁特港口区去年8月4日发生
剧烈爆炸，造成 200 人死亡、6500 多
人受伤。时任总理哈桑·迪亚卜去
年8月10日宣布政府集体辞职，随即
出任看守总理。候任总理萨阿德·

哈里里和总统米歇尔·奥恩就组阁
存在分歧，经历十多次会谈仍未取
得任何突破。

按照路透社说法，贝鲁特港口
区爆炸前，黎巴嫩陷入 1990 年内战
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
机，大爆炸和新冠疫情令形势雪上
加霜。

就贝鲁特港口重建，西方国家
各怀打算。知情外交官说，德国希
望与法国一起合作，但法国希望单
干。

这名官员说：“颇具讽刺意味的
是，欧洲人一边在讨论给黎巴嫩政
治派别施压（以组建新内阁），一边
却为潜在订单抢破头，就像盘旋在
空中的秃鹫。”

新华社特稿

揭开蒙古国沙尘暴频发的真相揭开蒙古国沙尘暴频发的真相

媒体爆料德法争夺贝鲁特港重建项目

联合国警告缅甸可能发生内战

伊核协议相关方将讨论美国可能重回协议的前景伊核协议相关方将讨论美国可能重回协议的前景

苏伊士运河堵塞凸显全球供应链风险堵塞凸显全球供应链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