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俄新招难祭出
乌克兰局势是此次峰会一个焦点。乌总

统泽连斯基受邀于27日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七
国集团工作会议。七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声
称要结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采取行动减少
俄黄金收入，进一步限制俄获得关键的工业投
资、服务及西方技术，尤其是可用于军事目的
的技术等。不过，在美国极力推动和热炒的对
俄罗斯石油施加价格上限这一计划上，七国并
未讨论出方案。

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对俄制裁导致国际油
价大幅上涨。由于全球石油运输船舶的保险
业主要由英国控制，七国集团希望通过将油价
与保险服务挂钩的方式，向全球强加俄石油价
格上限，以此阻止俄方从油价上涨中获益。

但在这一问题上，七国集团并未给出一
致方案。联合声明称，七国将考虑一系列方
法与国际合作伙伴协商，以使俄无法在全球
范围通过海运运输原油和石油产品，除非石
油购买价低于或等于“商定的价格”。德国总
理朔尔茨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这一计划“非
常雄心勃勃”，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分析人士指出，七国集团希望发出团结
一致的信号，加大对俄施压，但显然各有各的
利益盘算。

G7难题一箩筐
搞“小圈子”难解现实困境

据新华社电 为期三天的七
国集团（G7）峰会 28 日在德国南
部巴伐利亚州加米施-帕滕基兴
闭幕。一心展现“团结”的峰会遇
场外尴尬，近千名抗议者举行示
威活动，不少人士对其行径予以
批评。

不干正事受批评
此次峰会上，与会领导人还讨论了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恢复经济和供应链改革、应对疫情等议
题。有批评人士指出，乌克兰局势占据了此次峰
会主要议题，峰会直到第二天才讨论了原本列在
优先事项的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威胁。

关注气候变化的国际组织“统一行动”德国分
部负责人斯蒂芬·埃克索-克莱彻尔说，新冠疫情、
粮食危机和气候变化等是眼下最亟待解决的问
题，但七国集团愿意为此进行讨论的时间只有短
短90分钟，这就是一个“糟糕的笑话”。

还有不少人士批评说，七国集团这个“富国小圈
子”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在制造问题，甚至“他们就
是问题的一部分”。本次峰会期间，会场外爆发示威
游行，示威者要求七国集团“不要搞小团体”，切实履
行责任，积极解决气候变化、饥饿等问题。

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塞维姆·达代伦说，西方对
俄制裁使得俄罗斯粮食和化肥出口困难，导致了
粮食短缺。对俄能源领域制裁让德国等一些国家
的企业和民众遭受巨大伤害，西方现在要解决的
是自己制造的问题。

达代伦说，七国集团自认为代表世界，试图向
世界发号施令，但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富国俱乐
部”，不能代表国际社会。事实上，应对饥饿、气候
变化以及乌克兰危机等问题需要全球合作。

拉拢他国难得逞
此次峰会的主办国德国还邀请了

阿根廷、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塞
内加尔这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参
会。塞内加尔是非盟轮值主席国，其
他四国均是各自地区有影响力的国
家。

朔尔茨在峰会前表示，希望与这
些嘉宾国讨论乌克兰问题。分析人士
指出，七国集团希望说服这些发展中
国家站在西方阵营一边参与对俄制
裁，但无论是施压还是拉拢，都并不奏
效。

七国与五个嘉宾国领导人在会谈
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虽声称支持“以
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没有提及
乌克兰问题。而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
阵营一员的印度，面对美国施压，仍然
加量从俄以优惠价购买石油，还转售
给西方国家，引发美国不满。

分析人士指出，七国集团意图通
过打“价值观”牌拉拢发展中国家。然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西方大
相径庭，不会为了追随西方而牺牲自
己的国家利益。

据新华社电 截至美国中部时间28日晚，
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一辆大货车车厢里
发现的移民死亡人数升至51人。大货车司机
已被捕，另有两人被起诉。

据报道，28日晚些时候，又有一名移民在
当地医院死亡，使死亡人数升至51人，包括39
名男性和12名女性。得州一些地方媒体报道
说，死者中有5名未成年人。另有报道说，27日
被送入医院治疗的十余名移民中，仍有人未脱
离生命危险。

被捕的大货车司机据信为美国公民，被警
方在事发现场附近田野里抓获。另有两名墨西
哥公民被警方在位于圣安东尼奥的大货车登记
地址拘捕，他们28日被起诉非法在美居留和非
法持有枪支。

这辆18轮大货车27日晚被发现时车厢里
挤有近100人。车厢里没有水，空调也未工
作。至少16人因中暑和脱水被送往当地医院，
其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这是美国近年来最严
重的移民死亡事件之一。

据新华社电 土耳其、芬兰、瑞典28日在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签署一份备忘录，确认土
耳其同意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前来参加北约峰会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与瑞典首相安德松、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当天
在马德里举行会晤，备忘录由三国外长签署。

土耳其总统办公室28日证实，土方安全
关切在备忘录中有所体现，即芬兰和瑞典将
不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
民保护部队”以及“居伦运动”。两国还同意
解除向土耳其出口国防设备的限制。

芬兰、瑞典原本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但

于今年5月正式申请加入北约。按照规程，
北约必须在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前提下
才能吸纳新成员。土耳其先前向芬兰、瑞典
表明，除非两国满足土方的安全关切，否则两
国加入北约的申请将不会取得进展。三方随
后就此展开多轮磋商。

土耳其同意支持芬兰瑞典加入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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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人殒命
“移民卡车”

大货车司机被美警方逮捕

新华社电 针对近日七国集团在其峰会公报中
攻击抹黑中国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9日表
示，这充分说明，七国集团无意在平等尊重基础上
开展对话合作，而是抱守冷战思维，坚持意识形态
偏见，基于“小圈子”利益搞“集团政治”。中方敦促
七国集团停止人为制造对立和分裂，停止以任何形
式攻击抹黑中国，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内政。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6月28日，第
48届七国集团峰会发表公报，14处提及中国，对
香港、新疆、人权、东海、南海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等
说三道四。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上个月七国集团外长会发表涉华
负面公报，中方当即予以明确回应。然而七国集
团罔顾中方严正立场和坚决反对，再次利用峰会
公报鼓吹“民主对抗威权”叙事，粗暴干涉中国内
政，攻击抹黑中国，煽动对抗情绪。“这充分说明，

七国集团无意在平等尊重基础上开展对话合作，
而是抱守冷战思维，坚持意识形态偏见，基于‘小
圈子’利益搞‘集团政治’。”

赵立坚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回归
25年来，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得
到充分保障。中国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香港基本法治理香港。

“这几个国家自身人权劣迹斑斑，没有任何资
格充当人权‘教师爷’，更无权把人权当作干涉别
国内政的政治工具，他们借炒作涉疆、涉藏等议题
攻击抹黑中国，只会让世人更加看清他们的霸权
本质和虚伪面目。”赵立坚说。

赵立坚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当局推行“台独”
分裂活动、美西方个别国家企图“以台制华”，这是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中国有权利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他说，中国一贯模范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

则，是世界和平发展、地区安全稳定的坚定维护
者，这与美国到处发动战争、动辄实施非法单边制
裁形成鲜明对比。

赵立坚说，七国集团成员享受全球化发展红
利最多，本应对推进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解决全球经济金融难题承担特殊责任。然而，在
国际社会处于抗疫和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七国
集团非但不致力于团结合作，反而热衷于制造分
裂对抗，毫无责任和道义可言。

“中方敦促七国集团切实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停止
搞双重甚至多重标准，停止人为制造对立和分裂，
停止以任何形式攻击抹黑中国，停止以任何形式
干涉中国内政！”他说。

中国外交部回应七国集团峰会涉华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