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俄罗斯方面 9 日敦促美国就

美方在乌克兰所设生物实验室的

活动做出说明。

“非常严肃地说，这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话题，” 俄总统新闻秘书

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

说，“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可能对世

界而言同样重要。 我们希望能够讨

论这些曾在乌克兰境内运转的机

构以及它由美国专家实际操作的

行动。 全世界肯定想知道这些机构

做过些什么。 ”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

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

9 日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发现了

你们（美国）的研发成果、你们的

生物材料。 这些材料在乌克兰主要

为军事目的研发。 ”

“美国国防部和总统办公厅有

义务就美方在乌克兰的（生物）计

划在近期正式对国际社会做出解

释，”扎哈罗娃说，“我们需要详细

情况。 全世界都在等着。 ”

俄罗斯方面说，俄方在乌克兰

发现 30 座生物实验室， 并从一些

实验室雇员获得相关文件。 这些实

验室按照美国国防部的命令运行，

可能涉及生物武器制造。 美国对这

些实验室活动的投入已超过 2 亿

美元。 美国国防部减少威胁局和博

莱克·威奇国际公司等五角大楼承

包商参与了这些实验室的建设。

卫星通讯社援引俄罗斯军方

发布的消息报道，美国军方在乌克

兰等多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开展

军事生物项目，实验室从事的活动

包括收集并向美国转运危险微生

物毒株和针对特定地区研究可能

的生物武器制剂。 美方曾收集多种

传染病菌株和毒株样本以及 4000

名乌克兰军人的生物样本，并运往

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

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 7 日在记

者会上说，2021年以来， 美军投入

1180 万美元在乌克兰军队中开展

一项传染病研究。

俄方说，获取的生物实验室文

件显示，2 月 24 日、 即俄罗斯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当天，实验室“紧急

销毁”鼠疫、炭疽、兔热病、霍乱及

其他致命性疾病的病原体。

扎哈罗娃说，销毁病原体的做

法旨在掩盖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

约》的事实。

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

8 日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乌克

兰有生物研究设施”，“美方正同乌

方合作，防止那些研究材料落入俄

罗斯军队手中”。

路透社报道，针对俄方说美军

在乌克兰军队中开展传染病研究，

美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 8 日称，俄

方的说法“显然不实”“荒谬”。 一

名乌克兰总统发言人表示：“乌克

兰坚决否认任何这类指认。 ”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欧洲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定于

10 日至 11 日在法国凡尔赛举行

非正式会议。 峰会宣言草案显示，

欧盟不大可能“快速”接纳乌克兰

加入。

路透社以一些欧盟官员为消

息源报道，欧盟领导人将在言语上

表达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以表

明其未来与欧盟相关”。 只是，尽

管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施压，本次

会议很可能不会像乌方希望的那

样走“快速程序”以给予其候选国

地位。

乌克兰 2017 年正式成为欧

盟联系国。 俄罗斯今年 2月 24日

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乌

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同月

28 日签署申请加入欧盟文件，呼

吁欧盟启动“新的特殊程序”迅速

吸纳乌克兰。

“与会领导人不大可能给予乌

克兰候选国地位，更可能会在联系

国协定框架内展开更多合作。 ”一

名欧盟官员说，鉴于俄乌冲突仍未

结束，欧盟也不可能“给予更多”。

按照这些知情人士说法，如果

欧盟同意为乌克兰入盟申请启动

快速程序， 马上会引发同格鲁吉

亚、 摩尔多瓦等申请国的矛盾，也

会惹恼早已“排队等候”的北马其

顿、黑山、阿尔巴尼亚等。

另一名欧盟官员则认为，欧盟

完全可以通过给予乌克兰候选国

地位 “显示我们和他们站在一

起”，同时不就未来何时接纳乌克

兰做出确定承诺， 反正入盟谈判

“要花很长时间”。 比如， 土耳其

1999年就成为候选国， 但正式加

入欧盟至今遥遥无期。

法新社援引一些外交官的话

报道，凡尔赛峰会主要议题是讨论

如何抓紧促进欧盟“自力更生”，

尤其在能源领域。宣言草案显示欧

盟将“逐步” 放弃购买俄罗斯石

油、天然气和煤炭，但没有设定具

体时间表。

欧盟 40%以上的天然气、超

过 25%的石油和将近 50%的煤炭

由俄罗斯供应。

据路透社报道， 宣言草案写

道：“面对不断加剧的动荡、 战略

竞争和安全威胁，我们决定对自身

安全承担更多责任，进一步采取果

断举措， 以强化我们的欧洲主权，

降低对外依赖程度，制定 2030 年

前的增长和投资新模式。 ”

法新社说，欧洲集体安全主要

由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负责，不过，作为欧洲军力最强的

国家和上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法

国希望欧盟发挥更大作用。

    据新华社报道 在土耳其外

长恰武什奥卢参与下，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10

日上午在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利

亚郊外举行会晤。

这是自 2 月 24 日俄罗斯在乌

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乌

两国迄今举行的最高级别会晤。

会晤地点位于安塔利亚郊外

小镇贝莱克。 会晤结束后，俄乌两

国外长将分别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会晤情况，恰武什奥卢也将举行

新闻发布会。

恰武什奥卢 7 日说， 他 10 日

将同俄乌两国外长在安塔利亚举

行会晤。 他表示，希望此次会晤将

成为一个“转折点”。

11日至 13日， 土耳其将举行

第二届安塔利亚外交论坛，多国政

要将出席本届论坛。 土耳其曾多次

表示愿做俄乌冲突调解人，并提出

双方可到土耳其进行谈判。

    据新华社报道 俄罗斯外

长拉夫罗夫 10 日说， 俄罗斯愿

意与乌克兰继续保持对话。

在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

参与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当天在土耳

其南部城市安塔利亚郊外小镇

贝莱克举行会晤。 拉夫罗夫在

会晤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取

代在白俄罗斯正在进行的谈

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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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报道 乌克兰外长

库列巴 10 日说， 乌俄双方在停

火问题上未能取得进展， 他准备

与俄方继续谈判，以结束战争。

在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参

与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乌克

兰外长库列巴当天在土耳其南部

城市安塔利亚郊外小镇贝莱克举

行会晤。 这是自 2 月 24 日俄罗

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

来， 俄乌两国举行的最高级别会

晤。

物 资 回 收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收购旧红(白)木
家具,新旧字画,名人信札,旧书碑帖,
连环画,邮票,钱币,像章,旧瓷,旧玉,
紫砂,竹木牙雕,文房用品,及其它古

玩杂件,名贵酒类,阿胶,工艺品等。

徐汇区宛平路 1 号 （近淮海中路 ）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 .玉

器佛像 .香炉 .印章 .砚台 .
旧 扇 子 竹 木 牙 雕 . 古 纸

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 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 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绿 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888888888888899999999999995555555555555333333333333377777777777773333333333333

《新闻晨报》综合分类、遗失、注销各类声明广告

物 资 回 收

C5714 先生可来我家或厂里看看漂亮

大学教授女 68 岁未婚独居洋房父母

留企业家产丰多房寻年长朴实忠厚男

相伴为爱付出随缘 (女付 )63337606

C5715 照顾你永不离弃貌秀脑外科主

任退休女 78 岁丧偶未育有多房无后

继无父母兄妹盼真心待我男有孩视亲

生可继承家业急盼 （女付 )53833358

C5716 漂亮孤寂富有女药剂师寻男

旅游费用我来 63 岁退休未婚温柔善

良体贴多套房喜欢旅游爱烧菜觅二

人快乐生活牵手同行(女付)63337606

C5717 手术外科医生女 53 岁丧偶未育

肤白漂亮显年轻多房条件优爱看书听

音乐寻 78 岁内健康男（女付)53833358

C5718 貌佳懂体贴善良女公务员退休

73岁丧偶未育独居新房黄浦静安有多

房富有觅愿过二人世界男费用我来家

产情愿交给你急盼 (女付 )63337606

俄乌外长

土耳其会晤

欧盟或婉拒乌克兰“快速入盟”俄罗斯：

美国生物实验室在乌克兰干什么

10日上午，在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中）参与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左一）、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右一）在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利亚郊外举行会晤。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