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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俄罗斯与乌

克兰近日围绕克里米亚问题展开新一轮较

量!引发外界对两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

担忧" 美国副总统拜登
!"

日晚与乌克兰总

统波罗申科通电话! 督促乌方保持克制!并

承诺美方将敦促俄方缓和地区紧张局势"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不能完全排除俄罗

斯军事介入乌克兰危机的可能!但是目前来

看!这种介入对俄方而言并不是最有利的选

择"

俄加强军事部署

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格鲁什科
*+

日

说! 俄方近来加强在克里米亚军事部署!不

是针对北约或某个国家!俄方向克里米亚派

驻海陆空部队的传统由来已久!这对北约而

言并非新闻"

格鲁什科还表示!鉴于北约计划加强在

中东欧的军事存在!俄方将不得不重新考虑

相关军事规划" 不过!他并未说明俄罗斯在

克里米亚加强军事部署的细节"

北约
,

月宣布将在波兰#立陶宛#爱沙

尼亚和拉脱维亚部署
-

个营的多国部队"

俄罗斯南部军区本月宣布!驻守克里米

亚的俄罗斯空天部队已经装备
.%-""

防空

导弹系统" 这一系统据信可以拦截先进的空

天进攻武器!是俄罗斯武器库中最先进的防

空系统"

*/

日!俄罗斯海军和陆军部队在克里米

亚组织后勤演习" 同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抵

达克里米亚!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一场安全会

议"

乌担忧俄方动武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一系列动作牵动

乌克兰神经"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

日说! 不排除

俄罗斯发起$全面入侵%的可能!乌方届时将

予以回击" 他还警告!如果东部顿巴斯冲突

地区以及南部与克里米亚接壤地区的局势

进一步恶化!乌克兰不排除实行战争状态的

可能"

乌克兰外交部
*/

日向俄罗斯外交部递

交照会!抗议普京再次造访克里米亚"

同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叶利琴科

与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埃利亚松会面时称

普京这一举动$违法%" 叶利琴科还向埃利亚

松申诉俄方屯兵克里米亚的行动"

本月
!-

日!乌克兰将庆祝独立
!0

周年

并举行盛大阅兵式" 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

组安全问题分组乌方代表马尔丘克
!"

日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顺利举行独立庆典对乌克

兰而言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但是俄方或在这

一时间节点上利用乌克兰境内亲俄势力挑

起事端"

马尔丘克呼吁乌克兰民众保持冷静和

$正常的警惕性%!拒绝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

彩的不负责任行为!$以免给企图挑衅者提

供口实%"

战争可能性有多大

乌克兰舆论认为!尽管不能排除俄罗斯

直接军事介入乌克兰危机的可能!但是这种

介入对俄罗斯并不是最有利的选择"

乌克兰驻摩尔多瓦大使格纳季申认为&

$在目前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已在部分地区

站稳脚跟以及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的

情况下!俄罗斯更需要一种同西方继续周旋

的杠杆!而不是乌克兰的土地" 也就是说!保

持乌克兰东部局势持续紧张是俄罗斯的优

先目标" %

前乌克兰总参谋部高官罗曼琴科表示!

他不认为俄罗斯真会对乌克兰开战!因为普

京不想因此蒙受损失" 在他看来!俄罗斯此

时加强在克里米亚军事部署是为了给今后

谈判准备筹码"

面对紧张局势! 美国试图安抚乌方情

绪" 针对美国媒体有关俄方最近在俄乌边境

+

处地点集结
-

万兵力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

发言人戴维斯
*/

日说! 俄军向边境增派部

队是为准备下个月的例行军事演习!没有要

发起战争的迹象"

一些美国专家认为!尽管俄罗斯有意向

$潜在冲突地区%派兵!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

会发生战争" 俄罗斯此前曾宣布!俄方当前

主要军事策略是遏制北约扩张" 因此!俄军

近来加强在黑海沿岸军事部署主要意在落

实这一策略"

对乌克兰当局来说!$夺回% 克里米亚遥

遥无期!如果现在按捺不住率先挑起战争!将

使自身在谈判中陷入不利局面" 乌克兰当局

应避免激化矛盾!防止发生新的大规模冲突"

!"#$%&'(

以色列南部一城市遭遇火箭弹袭击
当地时间

!

月
"#

日!一名以色列警察在展示火箭弹残骸"当日!以色列南部城市斯德

洛特遭遇火箭弹袭击"据以色列军方和警方的消息称!从加沙地带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坠落

在斯德洛特的两栋房屋之间!未造成人员伤亡" 新华社发

!!!!!!

新华社大马士革
'

月
()

日电!记者车

宏亮" 叙利亚政府军与库尔德武装
!*

日在

叙东北部省份哈塞克达成停火协议!双方同

意从当天下午
0

时开始正式停火"

据叙通社报道!根据停火协议!双方撤

回至冲突前各自控制的区域!转移伤员!并

将于
!!

日展开进一步对话"

支持叙利亚政府的民兵组织$国民保卫

部队% 与库尔德武装近来在哈塞克激烈交

火"据报道!库尔德武装要求解散$国民保卫

部队%并炮击了后者在哈塞克的据点!叙政

府军则对哈塞克实施了空袭"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

组织%说!本月
*,

日以来!双方冲突已造成

包括
!,

名平民在内的
-1

人死亡!大量平民

逃离哈塞克"

叙军方消息人士
!"

日告诉新华社记

者!俄罗斯已经开始介入调解$国民保卫部

队%与库尔德武装在哈塞克的冲突"

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叙利亚政府与库

尔德武装并未发生严重对抗!双方均积极打

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

新华社平壤
'

月
((

日电!记者郭一娜

陆睿"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
!!

日发

表声明!再次谴责美韩$乙支自由卫士%联

合军演!称朝鲜从即刻起!能够对投入军演

的所有敌人攻击手段进行报复性打击"

据朝中社
!!

日报道!这名发言人说!美

韩于
!!

日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 $乙支自由

卫士%联合军演" 事态的严重性在于!此次

军演是在对朝制裁无效的状态下! 美韩发

动的对朝最终军事压迫"

发言人说!从即刻起!朝鲜人民军第一

打击联合部队将维持长期决战态势! 能够

对投入军演的所有敌人攻击手段进行先发

制人报复性打击" 一旦发现敌人有丝毫入

侵朝鲜领土#领海#领空的迹象!朝方将发

动朝鲜式的核先发制人打击"

!*

日!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

人要求美国停止演习!放弃对朝敌视政策!

同时警告韩国要正视朝鲜日益提升的政治

军事地位以及因此发生变化的朝鲜半岛战

略格局!不要轻举妄动"

!!!!!!

新华社巴黎
'

月
((

日电 !记者韩冰

应强" 法国数千名华侨华人
!*

日在巴黎北

郊的奥贝维利耶市举行以 $反暴力 要安

全%为主题的示威游行!呼吁当地政府切实

改善治安"

这是
!"*!

年法国总统奥朗德上任至

今!旅法华人为呼吁改善治安而开展的规模

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

当地华侨华人社团的组织下!示威游行秩序

井然" 不少游行者身穿统一的白色
2

恤!衣

服正面用法语写着 $停止沉默%! 背面写着

$暴力袭击&谁是下一个受害者%等字样" 游

行队伍中林立着写有 $反暴力 要安全%字

样的标语牌"

此次示威游行引发法国媒体广泛关注!

法新社#'世界报(#'费加罗报( 等法国主流

媒体均在
!*

日对此作了较为客观的报道"

记者了解到!目前!奥贝维利耶地区华

人已通过微信群等方式自发组织了当地居

民治安维权中心!与当地市政府和辖区警察

局进行沟通交涉"旅法侨界还计划
/

月
-

日

在巴黎市内的共和国广场再次举行示威游

行!表达安全诉求"

今年
+

月
,

日!旅法华侨张朝林在奥贝

维利耶市中心遭
1

名歹徒殴打抢劫!头部受

重伤后不治身亡!此事引发当地及巴黎华人

社区一致愤慨" 今年以来!奥贝维利耶市及

其附近地区!华侨华人遭遇暴力袭击事件屡

屡发生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法国华侨华人举行示威游行呼吁改善治安

朝鲜再次谴责美韩军演

叙利亚政府军与库尔德武装达成停火

!!!!!!

新华社华盛顿
'

月
()

日电!记者江宇

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斯坦利)费

希尔
!*

日表示! 美联储正接近实现充分就

业和价格稳定两大政策目标" 但他没有就

未来加息时间点发表评论"

费希尔当天在美国智库阿斯彭学会举

办的一场会议上发表演讲说! 美国就业市

场依然强劲! 失业率也降至大多数人预计

的充分就业水平" 物价方面!衡量通胀水平

的重要指标***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3

月同

比涨幅超过美联储
!4

的通胀目标"

费希尔没有就未来何时加息发表评论"

但是分析人士指出! 费希尔的表态暗示美

联储今年仍有可能加息"

费希尔还表示!近年来美国就业增长强

劲!而经济增长比较温和!这导致劳动生产

率增长非常缓慢"

!""3

年至
!"*0

年!美国

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
*5!04

! 远低于

*/-/

年至
!""0

年年均
!504

的增速"

他说!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

将给就业# 工资增长和经济政策带来广泛

影响" 他举例说!近年来实际工资增长缓慢

可能就反映了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

费希尔说!货币政策并不适合解决劳动

生产率增速放缓这种长期问题! 而有效的

财政和监管政策则可推动劳动生产率及经

济长期潜能提高!如改进公共基础设施#完

善教育# 鼓励私人投资等都可以提高劳动

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

美联储副主席称接近实现政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