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军太平洋大练兵俄军太平洋大练兵““击沉击沉””假想敌航母假想敌航母

迫于压力迫于压力？？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视察美墨边境

中国代表对日本单方面决定中国代表对日本单方面决定
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深表关切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深表关切

印 刷：本报印刷厂
收订单位：本报各发行站
排 版：本报激光照排室电话：总编辑8230539 副总编辑8230537、8230533 、8225166 总编室8230545编报室8230314

专刊部 8266202 8230546 经济部 8230540、8230541 政文部8230534、8230535 广告部
8230542 百业信息8251822、8248965 通联部8244000、8244111 发行公司8247830

本报地址：西宁市南关街43号
邮政编码：810000
广告经营许可号：6301004000049

西宁零售：0.50 元
本期

每月定价：9.00 元

国际新闻
2021年6月25日 星期五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16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余鹏 版面 / 晓梅 校对 / 柯心

俄罗斯国防部23日称，英国海军“保卫
者”号驱逐舰在黑海水域侵犯俄罗斯领海，
俄罗斯军舰随后开火示警，一架俄罗斯战斗
轰炸机还在其航行路线上投下4枚炸弹以示
警告。而英国方面的回应则令人疑惑——
英国国防部表示“我们认为俄罗斯是在进行
射击演习，并非针对英舰”。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这艘英国驱逐舰
于当地时间6月23日11时52分在黑海西北
区域活动时穿越俄罗斯联邦边境，并进入菲
奥连特角区域水域3公里”，“俄方此前已经
警告英舰，如果侵犯俄领海将对其使用武
器，但英国方面没有做出反应”。

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俄罗斯边
防护卫舰于 12 时 06 分和 12 时 08 分开火警
告，苏-24M战斗轰炸机向‘保卫者号驱逐舰
航行的方向投掷航空炸弹。”国际文传电讯
社称，消息人士透露，苏-24M战斗轰炸机在
这艘英国驱逐舰的航行方向上投下4枚炸弹
作为警告。最终，英国驱逐舰于12时23分在
俄黑海舰队和联邦安全局边防部队的联合
行动下“离开俄罗斯联邦海域”。法新社称，
俄罗斯呼吁英国调查这艘驱逐舰在黑海水
域的“危险”行为，还将就此事件召见英国驻
俄罗斯大使。

不过英国方面随后否认军舰遭到俄方
开火警告。英国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在社交媒
体上回应称：“我们认为俄罗斯当时在黑海
进行射击演习。该射击并非指向‘保卫者号
驱逐舰，我们也不承认‘保卫者号航行路线
上被投下过任何炸弹。”针对俄方指责“英舰
侵犯领海”的说法，英方表示该舰“是根据国
际法在乌克兰领海进行航行”。

据介绍，引起争端的“保卫者”号驱逐舰
属于英国海军最先进的45型防空驱逐舰。根
据英国国防部此前的通报，目前它是英国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的护航舰艇，
正在黑海执行任务。此前英国曾公开宣称，
将派遣军舰前往黑海向俄罗斯示威。俄国防
部国家防御管理中心表示，同属“伊丽莎白
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的英国“保卫者”号驱逐

舰与荷兰海军“埃弗森”号护卫舰于6月14
日进入黑海海域，并与另一艘美国驱逐舰会
合。俄黑海舰队一直对它们的行踪进行密切
监视。

相关链接相关链接
三件往事
第一件，也就在黑海，不少中国人很熟

悉的，就是“我奉命撞击你舰”的故事。
时间是在1988年，苏联还未解体。
当时，美国海军约克城号巡洋舰和卡隆

号驱逐舰闯入黑海，宣示所谓的自由航行
权，这遭到苏联海军的强烈抗议。在警告无
果后，两艘苏联战舰，随即果断撞向美舰！

那次不是实弹，而是直接撞击。这次面
对英舰，俄罗斯干脆亮出实弹。

第二件，中国人更熟悉，“紫石英号事件”。
发生在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前

夕。
英国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护卫舰，无

视解放军的警告，以所谓有长江航行权为
由，闯入解放军前线预定渡江江段，与解放
军发生炮战。解放军炮兵也没有手软，密集

炮火让紫石英号军舰遭受重大伤亡，还击退
了多艘试图救援的英国军舰。

这次事件，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捍
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勇气，也标志
着英国等列强在中国“炮舰外交”的最后终
结 。西方军舰自由出入长江的日子，就此一
去不复返了。

第三件，一些人可能不太熟悉，刻赤海
峡事件。

发生在 2018 年 11 月，阿根廷 G20 峰会
前夕。

当时，三艘乌克兰军舰在刻赤海峡与俄
罗斯发生冲突，俄军动用武力，强行扣押了
三艘舰船和20多名乌克兰士兵。乌克兰立刻
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本来特朗普和普京
已经约定，在阿根廷G20峰会期间会晤，但
突然这样的气氛，导致特朗普不得不取消会
晤，放了普京的鸽子。

事后按照一些西方媒体披露，很大可
能，这次事件是乌克兰故意制造，就是想破
坏美俄峰会，避免美俄和解损害自身利益。

本报综合消息

英舰驶入黑海，俄舰开火警告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定于25日视察美国与
墨西哥接壤的西南部边境地带。这将是她分管美墨
边境非法移民问题以来首次视察这一地区。外媒解
读，哈里斯决定前往西南边境是迫于来自民主党内部
和共和党的压力。

哈里斯的发言人西蒙·桑德斯说，哈里斯将与国
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一道前往得克萨斯
州埃尔帕索市。

据美联社报道，一些维权人士批评埃尔帕索一处
关押非法移民的设施不安全，称那里一部分儿童疑似
遭到虐待。

民主党籍总统约瑟夫·拜登就职后撤销前任共和
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项强硬的移民政策。试图穿
越美墨边界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数近期明显增加，大多
来自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

拜登3月下旬授权哈里斯负责处理边境非法移民问
题。哈里斯上月访问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承认造成中美洲
非法移民不断北上的根源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解决。

共和党人批评哈里斯拉美行期间没有亲赴西南
边境了解情况。一些民主党人同样表达失望。哈里斯
回应说，她会去边境。路透社解读，哈里斯如今决定高
调视察，是迫于这些压力。

特朗普打算在本月30日探访边境地带。他在一份
声明中说：“假如得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和我下周不
去那儿，她（哈里斯）绝不会去。”

一名白宫官员回应说，哈里斯视察西南边境并非缘
于特朗普的行程计划。“我们没有跟风前总统（特朗普）。”

共和党议员批评哈里斯“去晚了”。众议院少数党
领袖、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哈
里斯“几个月前就应当去边境”，去看看拜登政府的开
放边境政策酿成的危机，“儿童陷入危险，家庭受到剥
削，贩毒集团胆子变大”。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执法人员5月
在美国与墨西哥接壤的边境拦截逾18万名非法入境
人员，为2000年3月以来最多。 新华社特稿

俄罗斯国防部 24 日宣布，俄军数架
图-22M3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参加了太平洋舰
队大型演习，科目包括消灭假想敌航空母舰。

美国媒体称，这是俄罗斯自冷战结束以
来在太平洋区域举行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
俄方舰船距离夏威夷群岛最近只有几十海
里，举动“挑衅”。

联合打击联合打击
据俄国防部介绍，演习海域位于太平洋

中部、俄千岛群岛东南方向2500海里。演习
于本月7日开始，24日结束主要阶段，参演兵
力开始撤收。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多艘水面舰艇、潜
艇和保障船以及20多架海军航空兵、空天军
飞机、直升机参加演习。演练内容包括指挥
远离驻泊点兵力、舰艇反潜和防空防御、护
航、与航空兵联合攻击假想敌舰艇编队和重

要基础设施目标。
俄 国 防 部 在 一 份 声 明 中 说 ，参 演

图-22M3 轰炸机从位于俄勘察加半岛的机
场起飞，演练科目为巡逻和攻击假想敌航母
打击群。

在演习结束阶段，太平洋舰队旗舰“瓦
良格”号巡洋舰、“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
舰与空天军3架图-95MS战略轰炸机一同演
练攻击假想敌“极其重要”目标。3架战略轰炸
机在米格-31BM战斗机护航下，用巡航导弹
模拟打击指定目标，并在太平洋上空由两架伊
尔-78空中加油机完成加油，返回驻扎机场。

美军追踪美军追踪
按照俄国防部的说法，一些外国军用飞

机和直升机在俄方演习区域“积极活动”，俄
方将计就计，多艘舰艇释放烟雾剂，练习反
侦察伪装和组织防空。

俄方没有说明是哪国军机。美国印度
洋-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迈克·卡夫卡告诉

《檀香山明星广告报》：“我们密切追踪所有
俄方船只。”

卡夫卡说，一些俄方舰船距离夏威夷海
岸最近只有 20 至 30 海里，但没有进入美国
领海。美国《新闻周刊》23日报道，这一说法
与俄国防部的声明存在矛盾。根据俄方公
布的位置，俄军演习区域距离夏威夷应为
300至500海里。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演习期
间，美军数架F-22型隐形战机20日从珍珠
港-希卡姆联合基地紧急升空，应对俄方轰
炸机。后者没有进入美防空识别区。

与俄方演习同期，美军“卡尔·文森”号
核动力航母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
港抵达夏威夷群岛，恰巧，俄海军电子侦察
船“卡列利亚”号出现在珍珠港所在瓦胡岛
以北的公海。《檀香山明星广告报》援引一名
前美军情报官员的话报道，俄军侦察船监视
的正是“卡尔·文森”号。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联合国6月23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
表耿爽23日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1次缔约国会
议上发言，对日本政府单方面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
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污染水深表关切。

耿爽说，日方拟排放核污染水数量之大、持续时
间之长、涉及海域之广、潜在风险之高前所未有。研
究表明，福岛核污染水一旦排放入海，将迅速扩散至
太平洋大部分区域，并进而蔓延至全球海域。日方拟
排放的核污染水中包含大量放射性物质，将对海洋环
境、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他说，根据公约规定，日方在处理核污染水时，应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不
会导致其他国家及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并确保所
造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其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之外。
根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日方还
须履行及时通知、充分协商、环评监测、国际合作、信息
交换等诸多义务。日方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未如
实公开相关信息、未与周边国家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
商、未拿出可监督核查安排的情况下，出于经济考虑单
方面决定“一排了之”。这种做法不透明、不负责、不友
善，属于存心不良、明知故犯、损人利己，与国际社会携
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的共识与大势背道而驰。

耿爽说，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义务，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审慎处理福岛核污染水问题。
在同各利益攸关方及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并达成
共识前，不得擅自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本应正视
并履行对全人类、对子孙后代的责任，避免给人类健
康和全球海洋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韩国代表在发言中对“某缔约国”决定向海洋排
放核污染水表示严重关切，再次呼吁该缔约国重新考
虑这一决定。俄罗斯代表在发言中说，俄方与中韩代
表有同样的担忧。俄方也认为，应该由专门机构进行
全面评估，排放方应该与邻国进行双边沟通。

新华社华盛顿6月23日电（记者邓仙来
徐剑梅）美国政府23日发布一项新战略，旨
在从联邦政府层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美
国枪支暴力和其他暴力犯罪激增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白宫就该战略发
表讲话说，随着新冠疫情逐渐消退和经济
持续重启，今年夏天暴力犯罪激增状况可
能比往年更加严重。

根据白宫当天发布的情况说明，最新
公布的战略有5个主要目标：阻止用于实施
暴力的枪支流通，包括追究违反联邦法律

的枪支经销商的责任；加强联邦资源配
置，在夏季暴力犯罪频发期为地方执法部
门提供支持；投入更多资金用于实施以证
据为基础的干预措施，以减少社区中的
暴力犯罪；拓展针对青少年和年轻人的
暑期项目，为他们增加就业机会并提供
其他服务和支持；在就业和住房等方面
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优惠政策，帮助其重
新融入社会。

拜登政府将拿出今年3月颁布的1.9万
亿美元经济救助法案中的部分资金用于该

战略的实施。
据白宫官员介绍，拜登还将签署一系

列旨在减少枪支暴力的行政措施，并再次
敦促国会通过新的控枪法案。国会众议院
于今年3月通过两项控枪法案，但参议院尚
未就相关法案进行讨论。

美国枪支泛滥，枪击事件频发。据美
国网站“枪支暴力档案”数据，2018 年至
2020年间，造成4人及以上受枪击或死亡（不
含枪手）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数量逐年上升，
2020年达到610起，今年以来已发生296起。

美政府出台新战略应对枪支等暴力犯罪激增美政府出台新战略应对枪支等暴力犯罪激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