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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7月 5日向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
和国总统特本致贺电，祝贺阿尔及利亚独
立革命胜利60周年。

习近平指出，60 年前，阿尔及利亚
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实现了国家独立

和民族解放，谱写了阿拉伯和非洲民
族解放运动的光辉篇章。中国政府和
人民曾为阿尔及利亚独立革命提供支
持和帮助，两国和两国人民在斗争中
结下深厚友谊。近年来，两国政治互
信日益增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阿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特本
总统一道努力，推进两国在共建“一带
一路”框架内各领域交流合作，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阿尔及利

亚总理阿卜杜拉赫曼致贺电。李克强表
示，两国建交 64年来，双边关系一直健康
稳定发展。我愿同阿卜杜拉赫曼总理携
手努力，拓展深化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
丰富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不断增
进两国人民福祉。

就阿尔及利亚独立革命胜利60周年

习近平向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致贺电
李克强向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卜杜拉赫曼致贺电

俄防长向普京汇报
卢甘斯克军事行动

乌克兰官员称防御战取得成效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

国防部长绍伊古4日在克里姆林宫向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普京汇报
说，俄军与卢甘斯克武装力量已完成“解放”卢甘斯克的军事行动。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
军在利西昌斯克－北顿涅茨克一线的防御战是成功的军事行动。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绍伊古向普京汇报说，自6月19日以
来，俄军与卢甘斯克武装力量联合行动，完成了“解放”卢甘斯克的
军事行动，该行动以7月3日“解放”该地区的利西昌斯克市宣告结
束。俄军在此次行动中共控制了670平方公里的领土。绍伊古说，
在“解放”卢甘斯克地区的最近两周，乌军共损失 5469 人，其中
2218人死亡，3251人受伤。目前，俄军正在对利西昌斯克市及周边
地区进行排雷、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并为平民提供医疗援助等。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4日通报说，由于俄军在卢
甘斯克地区的进攻行动成功推进，乌军失去了对其第10山地突击
旅、第 72和第 115机械化旅以及第 118领土防卫旅所下辖的正在
撤退部队的控制。科纳申科夫说，过去一天，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
打死近200名乌军人员、摧毁19件军用技术装备。

俄罗斯媒体 4日援引俄总统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普京今
年不会就美国独立日向美国总统拜登及美国人民发送贺电，俄美
两国元首没有就确保战略稳定问题进行接触的计划。此前克里姆
林宫曾发布消息说，自从俄军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
美两国总统之间就没有过直接接触。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 4日说，乌军在利西昌
斯克－北顿涅茨克一线的防御战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乌军此
次作战行动的主要任务包括吸引并重创俄军主力、为西方国家军
援和改善第二道防线赢得时间、为乌军在其他地区的攻击行动创
造条件，目前乌军已完成上述任务。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乌通社）4日援引乌各地军事部门的消息
报道，截至当日上午，俄军继续对切尔尼戈夫、苏梅、哈尔科夫、尼
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等地区的乌军进行炮击。在卢甘斯克地区，俄
军在利西昌斯克市集结。在顿涅茨克地区，俄军加大了对乌军的
炮击力度。卢甘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谢尔盖·盖代 4日在社交
媒体上发文说，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小部分领土仍在乌军控制下，乌
俄两军在别洛戈罗夫卡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

据乌通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经过激烈战斗，在利西昌斯克市的乌军被迫撤出阵地。面对俄军
强大火力，继续防御利西昌斯克市将给乌军造成致命后果，为挽救
乌军士兵生命，乌方做出了撤离利西昌斯克市的决定。

“2022 乌克兰重建会议”4 日在瑞士南部城市卢加诺开幕。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率团出席会议并向大会介绍了乌方起草的
重建纲领。他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预计乌重建工作将会耗资
7500亿美元。

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

德国开建首座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作为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举措之一，德国联邦政府批准
建设的德国首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已于 4日在德国北海海
滨城市威廉港开工。

威廉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预期每年处理75亿立方米天然气，可
满足德国约8.5％的年需求量，计划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投入运营。

威廉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将是德国首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终
端。在此类接收站，作业人员将运抵码头的液化天然气卸下并转
移储存，再作气化处理，按需压入天然气输送管道。

德国有关建设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讨论已拖延几十年，但从
无定论。美国政府近年来多番游说德国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
尽管其成本要比从俄罗斯进口管道天然气高得多。

今年2月 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推动德国
政府下定决心“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放慢淘汰化石燃料的脚
步，以确保本国能源供应稳定。 新华社特稿

意 大 利 北 部 五 区
因干旱进入紧急状态

意大利政府4日宣布北部 5个大区因干旱进入紧急状态，将向
当地拨款3650万欧元用于应对旱情。

这5个大区分别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弗雷利－威尼斯朱利亚、
伦巴第、皮埃蒙特和威尼托，主要是意大利最长河流波河周边地区。

波河长度超过 650公里，从西向东横贯意大利富裕的北部地
区，流经都灵、皮亚琴察等城市，出海口靠近威尼斯，流域内支流、
湖泊众多，农业发达。受罕见的高温天气提前到来以及降水显著
减少影响，波河水位降至 70年来最低，流域内多段河道干涸，一些
原先水流湍急的河段如今只有涓涓细流，入海口海水倒灌。

在 4日晚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意大利政府批准总额为 3650万
欧元的拨款。款项将用于确保当地公共安全、弥补旱情损失、帮助
当地居民维持正常生活条件等。

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意大利降雨量
仅为过去30年同期平均降雨量的一半。意大利安莎社5月中旬报
道，波河连续100天没有降雨。

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说，旱情正威胁意超过30％的农业产量。
因为旱情，意大利北部一些城市开始采取节水措施。维罗纳、

比萨限制居民用水，威尼斯和米兰关闭了一些公共喷泉。
受旱情影响，意大利水力发电量锐减。该国水电站主要集中

在北部山区，水电约占全国发电量的20％。
不仅北部，意大利中南部也开始受到旱情影响。流经首都罗马

的台伯河水位不断下降，部分河床裸露、开始长草。一名船夫4日告
诉美联社记者：“我在台伯河上工作了 40年，从未见过这般情形。”

新华社特稿

法国周刊《玛丽安娜》获得的多份机密报告显示，巴黎埃菲尔
铁塔锈迹斑斑，需要全面维修，但管理机构将只给 5％的塔身重新
上漆，令专家为这座法国地标建筑的状况担忧。

据路透社 4日报道，报告显示，埃菲尔铁塔状况糟糕，锈迹斑
斑，需关闭接受全面维修。铁塔管理机构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本
打算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给大约30％的塔身重新上漆，但由
于新冠疫情导致工程延误等原因，最终上漆的部分将只有5％。维
修工程预计耗资6000万欧元。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铁塔管理负责人说，如果铁塔的设计师
古斯塔夫·埃菲尔看到铁塔现在的情况，“会心脏病发作”。

《玛丽安娜》报道说，因为担心收入锐减，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不
愿意关闭铁塔展开全面维修。受新冠疫情影响，埃菲尔铁塔2020年
一度关闭。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当年因此损失5200万欧元。

该公司尚未就上述报道置评。 新华社特稿

法国媒体披露
埃菲尔铁塔状况堪忧

7 月 5日，在法
国巴黎，工人为埃菲
尔铁塔重新上漆。

新华社发

受害者年龄从8岁到85岁
海兰帕克市位于全美第三大城市芝加

哥以北大约40公里处。美联社以执法部
门为消息源报道，枪击发生在10时 15分
左右，当时游行活动已经进行到四分之三。

随着枪声接连响起，人们尖叫奔逃。
母亲推着婴儿车、孩子骑童车惊叫逃离，
还有人推着坐轮椅的老人。地上散落着
童车、童帽、没吃完的薯片、开了封的巧克
力饼干等，许多童车上插着美国国旗。

据初步统计，枪击造成至少 6 人死
亡、至少36人受伤。墨西哥官员说，死者
包含至少一名墨西哥公民，另有两名墨
西哥人受伤。

北岸大学医学中心急诊科主管布里
格姆·坦普尔说，这家海兰帕克地方医院
接收到26名伤员，其中25人受枪伤。伤
员中，年龄最低仅 8岁，最大 85岁；估计
有四五名儿童。

枪手行凶动机待查
警方推测，枪手只有一人，是从一栋

商业大楼屋顶向街上民众开枪。
一段发布于社交媒体的手机视频显

示，枪声急促地连响大约 30 下，停了片
刻，又响了大约30下，其间可以听到一名
女子惊呼：“天啊，发生什么了？”这段视

频的真实性尚未得到核实。
警方在现场找到一把步枪，随后锁

定 22岁男子罗伯特·克里莫为枪击嫌疑
人，4日晚些时候把他逮捕。

电视画面显示，警察包围一辆汽车，

克里莫举着双手从车里走出来，随后被

警方带走。

暂不清楚这名枪手的作案动机。枪

击发生后，周边多个城市取消游行、烟花

表演等活动。

误以为是毛瑟枪“表演”
现年 36 岁的当地居民莎拉告诉媒

体，她最初听到“哒哒哒”的声音，还以为

是游行环节的毛瑟枪“表演”。

“我四处张望，没看见毛瑟枪。‘哒哒

哒’的声音还在继续。”莎拉说，“我又听

到一连串‘哒哒哒’，我就嚷起来，‘这是

枪击！快逃！’”

据《纽约时报》报道，一名死者是 76

岁的尼古拉斯·托莱多。

“我们全都震惊了。”老人的孙女卡

契尔·托莱多说，“我们一开始还以为这

是游行安排好的节目。”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说，他和妻子为

“枪支暴力感到震惊”，这起枪击事件“再次

给美国社会带来悲痛”。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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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半岛台记者
中弹身亡调查报告
巴勒斯坦痛批美方“罔顾事实”

就今年 5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女记者报道巴以冲突时中弹身
亡事件，美国政府 4日公布调查报告称，由于导致记者死亡的子弹

“严重变形”，难以据此认定责任方。巴勒斯坦方面痛批美方罔顾
事实、偏袒以色列。

巴勒斯坦裔美国公民希琳·阿布·阿克利赫受雇于半岛电视
台，5月 11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报道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
人冲突，不料遭遇枪击，头部中弹，不治身亡。事发后，美国驻耶路
撒冷安全协调员在以巴双方配合下对事件展开调查。

调查报告称，经过“极其详细的法医分析”，第三方审查员“无
法就子弹来源得出明确结论”，来自以色列国防军阵地的枪击“可
能”造成希琳死亡，但美方安全协调员“没理由相信这是故意的”。

美方发布调查报告后，以色列总理亚伊尔·拉皮德发表声明
说，以军将“在必要情况下随时随地继续打击恐怖活动”，目前调查
无法确定谁应对希琳之死负责，但能够确定以方无意伤害她。

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也发表声明称，以军为回应巴勒斯
坦枪手射击而向希琳可能藏身的位置发射了数百发子弹，此举为
以军军事行动的“常规操作”。以方将继续调查希琳死因。

巴勒斯坦方面抗议美方调查结论“根本不是事实”。巴总统发
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纳呼吁美国政府“守住信誉”。他说，巴方
不会接受任何“违背事实、被篡改的”调查结果。

巴最高检察院发表声明说，鉴于希琳持美巴双重国籍，应美方
请求，巴方提供了射杀希琳的子弹以及相关信息，包括事发时录
像、目击者采访、弹道技术分析报告、法医技术鉴定报告等。种种
证据均表明，枪杀现场“根本没有发生所谓以军与巴勒斯坦武装人
员的交火，希琳是被以军士兵蓄意枪杀”。

巴方要求以方为希琳之死承担全部责任，并称将上诉至国际
法院。 新华社特稿

7月4日，人们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一处喷泉戏水纳凉。 新华社发

莫斯科遇高温天气

美国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市4日举行“独立日”游行时发生枪击事
件，造成至少6人死亡、至少36人受伤。当天晚些时候，一名嫌疑人被捕。

伊利诺伊州州长杰伊·罗伯特·普里茨克当天在记者会上说：“这场庆
祝美国（诞生）的活动被‘美国特有的瘟疫’撕扯得粉碎，令人心碎。”

“我愤怒，因为事情原本可以不必这样。”普里茨克说，“我们每年庆祝
一次独立日，群体性枪击事件却成为每周例行——是的，每周例行的‘美
国传统’。”

7月 4日，
警察在美国伊
利诺伊州海兰
帕克市的枪击
现 场 附 近 警
戒。

新华社发

7月4日，堕胎权支持者在美国纽
约举行示威游行。

当日，堕胎权支持者在美国纽约举
行示威游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
24日推翻近半个世纪前在联邦层面确
立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取消对
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引发广泛争议。

新华社发

堕胎权支持者
举行示威游行

关注·乌克兰局势

北约签署
芬兰瑞典加入议定书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30个成员国 5日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北
约议定书，向北约正式“北扩”继续迈进。目前，俄罗斯方面会作何
反应还不得而知。

按照程序，北约成员国将各自按程序对议定书予以审批。路
透社报道，通常而言这一过程耗时大约一年。

议定书签署后，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北约各成员
国代表及芬兰和瑞典外交部长集体合影，芬兰和瑞典外长手中各
自举着已签署的议定书。

斯托尔滕贝格称签署议定书是“历史性时刻”。瑞典外交大臣
安·林德在社交媒体写道，各个成员国批准议定书的程序已经启动。

尽管芬兰和瑞典仍未“走完程序”，但在议定书签署后已经可
以参加北约会议、获取更多北约情报等。不过，两国目前还不受北
约集体防卫机制保护。

围绕议定书后续审批，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尽管北约成员
国土耳其已经改变主意、同意瑞典和芬兰加入，但其批准议定书的
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

芬兰和瑞典 5月 18日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的申请，土耳其多次
公开予以反对。三国随后就此多轮磋商，6月 28日签署备忘录，确
认土耳其同意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两者则承诺将在打击
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方面与土方“全面合作”等。

不过，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6月 30日警告，
芬兰和瑞典应首先兑现承诺，否则议定书将不会被送交至土耳其
议会予以审批。

北约在成立后经过前后总共 8次扩充，成员国增至 30个。多
家媒体报道，北约一再东扩不断压缩俄罗斯安全空间，如果“北扩”
至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原本中立、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的北欧
国家，可能进一步加剧与俄罗斯冲突。

议定书签署前不久，芬兰东南部毗邻俄罗斯的拉彭兰塔市市
长提议可在该市设立北约基地。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5日回答记者提问
时说，关于俄方如何回应可能部署在与俄罗斯接壤地带的北约基
地，这将由俄罗斯国防部作出决定，而不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

他重申，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早已评估过芬兰和瑞典加入
北约相关事项，“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们有相关计划，我们正在
努力确保我们的安全”。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