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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常州
无锡无锡洛阳洛阳

帅君物流 江苏全境

13598171827 63611383专栏热线 :0379-63330377

物流专栏
客户专员：张继生

军智物流

64545960 13803881710

洛阳洛阳 武汉武汉
全境全境洛阳 唐山唐山

63765666 13233790205

通华物流

13608665306 63611292

洛阳 广西
汇宇物流汇宇物流

超重超宽超高大件运输
64545939 18939017639

嘉合大件运输有限公司

□新华社专电

韩国敦促朝鲜归还近年来从韩
方获取的数以百万美元计贷款。

韩联社援引韩国统一部一名官
员的话报道称，国有银行韩国输出
入银行25日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
向朝方提出还钱要求。

此前一天，朝鲜未能向韩国归
还2007年所获总价值8000万美元
援助的第一笔本金和利息。当年，
韩国向朝鲜提供总价值8000万美
元的原材料，帮助朝鲜生产服装、鞋
和肥皂，以换取锌等原材料。

据韩联社数据显示，朝鲜2008
年向韩国提供总价值240万美元的
锌等原材料，相当于本金的3%。

韩国上周通知朝鲜还款义务，
但据称未获朝鲜答复。

除工业贷款外，朝鲜同样未能
向韩国偿还粮食贷款。

韩国称，朝鲜有必要在2037年
前偿还总额超过9.6亿美元贷款。

□据 新华社华盛顿3月25日电

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美军诺
福克海军基地24日晚发生枪击事
件，造成2人死亡。

诺福克海军基地25日凌晨在
其“脸书”主页发布消息称，24日晚
11时20分左右，该基地一号码头
发生枪击案，造成1名海军和1名
平民死亡。美国海军安全部队立即
做出反应，这个基地被临时封闭至
25日凌晨。

事件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
诺福克海军基地是美国海军在

东海岸最大的战略母港。

索契G8峰会 G7都不来参加
俄罗斯：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悲剧

代行乌克兰总统职权的议长亚历
山大·图尔奇诺夫 24日宣布，乌克
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已经决定

“重新部署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
的军队”。图尔奇诺夫在全国电视讲
话中说，在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士兵及
其家人受到俄军威胁，他们将被安置
到乌克兰其他地区。

图尔奇诺夫称，在克里米亚的乌
克兰士兵拒绝投降，这为乌克兰武装
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重新部署以
保护乌其他地区赢得了时间。

克里米亚第一副总理鲁斯塔姆·
捷米尔加利耶夫24日表示，所有效忠
于乌克兰的军队已经全部离开在克
里米亚的军事基地。

乌克兰议会26日解除了乌代理
国防部部长伊戈尔·捷纽赫的职务。
他此前因未能及时下令从克里米亚
撤出乌克兰军队而受到指责。乌克
兰议会随后任命米哈伊洛·科瓦利中
将接替捷纽赫的防长职务。

七国集团24日在声
明中说，如果局势继续
恶化，“我们仍然准备随
时追加制裁，包括针对
俄各个经济部门的联合
制裁，这将给俄罗斯经
济带来更大冲击”。

分析师认为，俄罗
斯能源产业、银行业和
国防工业有可能被列入
新一轮制裁名单。美国
官员透露说，美国已就
这类制裁获得不少欧洲
国家支持。

俄罗斯是欧洲联盟
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不
少欧洲国家获取能源的
主要来源。法国外交部
部长洛朗·法比尤斯说，

七国集团已经同意设法
减少对俄能源依赖。

一些西方国家官员
透露说，七国集团在24
日的会议上认同，尽管
制裁俄能源部门可能给
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冲
击，但是俄罗斯所受打
击势必更为沉重；如果
对俄不采取更严厉措
施，其同样可能引发不
良后果。

就西方国家对俄实
施制裁，俄罗斯先前采
取禁止9名美国官员和
国会议员入境的反制措
施。24日，俄罗斯宣布
禁止13名加拿大官员和
议员入境。

应美国倡议，七国集
团24日在荷兰海牙召开
特别会议，决定不参加原
定6月在俄罗斯索契举
行的八国集团峰会，改为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举行七国集团峰会。

七国集团成员包括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
20世纪90年代，该集团
吸纳俄罗斯为新成员，转
变为八国集团。

七国集团在会后一
份联合声明中说，七国
集团“因共同的信念和
共同的责任走到一起”，
而俄罗斯最近数周的行
为却与这些原则相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

不会参加原计划参加的
索契峰会。”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
斯外交部部长谢尔盖·拉
夫罗夫24日在海牙与乌
克兰外交部部长会面。
这是将近一个月来两国
最高级别的官员会晤。

对七国集团抵制索
契峰会的决定，拉夫罗夫
回应说：“如果我们的西
方盟友认为这一组织（意
指八国集团）已经过时，
那就这样吧。”

“我们不会死死抓住
这一组织不放手。就算
（索契）会议不召开，这在
我们看来也不是什么了
不起的悲剧。”拉夫罗夫
告诉记者。

乌克兰24日向联合国大
会提交一份决议草案，谋求联
大通过这份否认克里米亚入
俄公投合法性的决议。

乌克兰在这份决议草案
中并未指名道姓提及俄罗斯，
而是呼吁“所有国家、国际组
织和专门机构”不要承认任何
涉及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
尔的“地位改变”。

决议草案说，克里米亚入
俄公投“不具有合法性，不能
构成任何改变克里米亚自治
共和国或塞瓦斯托波尔市地
位的基础”。

克里米亚公投前，美国曾
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一
份类似决议草案，但因俄罗斯

投票否决而未获通过。乌克
兰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发
言人说，24日提交的新决议草
案比先前那份更为“中性”，有
望获得更多国家支持。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
洲外交官则对此持怀疑态度，
认为新决议草案若要获得联
大通过，乌克兰“尚需付出更
多游说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先前那份
决议草案被提交给安理会，如
获通过将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新
决议草案是被提交给联大，如获
通过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联大定于27日召开会议
讨论乌克兰危机，预计届时会
就这份决议草案举行投票。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记者 杨舒怡）

七 国（G7）集 团 24
日宣布不参加原定 6 月
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八
国（G8）集团峰会，同时
考虑追加制裁俄能源、
银行、国防等部门。

同一天，乌克兰向
联合国大会递 交 一 份
决 议 草 案 ，谋 求 联 大
宣 布 克 里米亚入俄公
投无效。

抵制索契峰会

意欲追加制裁

谋求联大通过决议

乌军撤离克里米亚

3月24日，七国集团成员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在荷兰海牙召开
特别会议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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