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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届贝尔格莱德国际旅游
博览会23日至26日在塞尔维亚贝
尔格莱德会展中心举行，中国担任
博览会主宾国。展会现场，多处可
见中文标识。欢迎中国游客前来
塞尔维亚旅游，是当地旅游部门和
旅行社的共同心愿。

“我邀请中国游客来我们的国
家。”在22日举行的博览会开幕式
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发表致辞
时说，塞中友谊源于高度的相互信
任，两国人民是真诚的朋友，欢迎
更多中国游客来塞旅游。

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局长拉
博维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已开通直
航，海南航空连接贝尔格莱德和北
京，塞尔维亚航空连接贝尔格莱德
和天津，而且，来塞尔维亚的中国
公民不需要签证。“我们希望看到
中国游客的回归，期待着他们再来
的那一天。”

2017年，中国和塞尔维亚互
免签证协议生效。2019年，中国
14.5万游客赴塞尔维亚旅游，中国
成为赴塞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
2022年，两国开通直飞航班。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波在
本届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中

塞旅游合作前景广阔，本届博览
会为促进中国同塞尔维亚及中
东欧国家间旅游合作提供了宝
贵机会。随着中塞关系快速发
展，两国人民间的友谊越发深
厚，到对方国家去看一看的愿望
越来越强烈。

随着中国出境游有序恢复，塞
尔维亚旅行社和热门旅游景点也
在想方设法吸引中国游客。塞尔
维亚塞华国际旅行社中文导游瓦
洛克告诉记者，旅行社将根据中国
游客需求调整旅游项目。

塞尔维亚东部温泉小镇索科
矿泉村是热门旅游景点。当地旅
游部门工作人员克尔斯蒂奇介绍，
新冠疫情暴发前，前往这一温泉小
镇的中国团体游客很多，当地自然
资源和天然矿泉水受到中国游客
欢迎。

本届博览会有 20 余家中国
企业参展。中国旅游集团旅行
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克
雄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中国
人更希望接触自然，体验有关体
育、康养等的旅游产品，塞尔维
亚有很多适合中国人需求的旅
游资源。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2月26日电）

塞尔维亚旅游市场
热盼中国游客

新华社记者 石中玉

2月25日，一名女孩在科威特首都省参加庆祝活动。
2月25日和26日分别是科威特国庆日和解放日，人们参加各种活动庆祝节日。 （新华社发 阿萨德 摄）

科威特庆祝国庆日和解放日

新华社惠灵顿2月26日电 （记者
卢怀谦 郭磊） 26日，在新西兰惠灵顿进行
的曲棍球世界超级联赛中，中国女子曲棍
球队以5:2击败现世界排名第九的新西兰
队，为惠灵顿站的超级联赛完美收官。

中国队当天的比赛攻防转换节奏很
快，抢断积极，注意传切配合，短传快攻
多，射门果断，牢牢把握住了比赛主动
权。首节中国队通过点球得1分。第二节
新西兰队通过点球将比分扳平，随即中国

队通过运动战连获 2分，以 3:1结束上半
场。第三节新西兰队通过运动战得 1分。
第四节中国队通过短角球得到 2分，最终
以5:2赢下比赛。

中国队陈阳被评为本场最佳球员。
她说：“中国队今天的表现无懈可击，我们
100%的付出带来了胜利的回报，这对我们
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果。”

中国队主教练、澳大利亚人安南赛后
盛赞队员们表现出色。她说，较之悉尼站的

比赛，惠灵顿站的比赛中中国姑娘们成长很
明显，愈发成熟、自信和冷静。前几场超级
联赛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都成功应用到本场
比赛中，表现可圈可点，这场胜利当之无愧。

中国队领队郭红表示，中国女子曲棍
球队是一支正在成长的年轻队伍，惠灵顿
站比赛锻炼了队伍，取得了成绩，也发现
了问题，接下来将认真总结评估，以问题
为导向刻苦训练，为下一阶段超级联赛夯
实基础。

中国女子曲棍球队5:2战胜新西兰队

2月24日，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一
周年之际，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
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了标本兼
治的危机解决方案，展现了始终立足是非
曲直、恪守客观公正的中国立场，更彰显
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应对全球性挑
战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责任担当。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将这
一文件称为“重要贡献”；俄罗斯外交部发
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高度赞赏中国为
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做贡献的愿望并赞
同中方想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中
国和平计划中的一些内容可能成为讨论
乌克兰局势和解问题的基础。

“这是一项全新的、独创性的举措，将
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方案让人看到一种
不同于以战争和霸权解决问题的新选择”

“中方立场文件再次印证了中国始终是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连日来，这一文件不仅得到了联
合国和俄乌双方的认可，还成为国际媒体
和海外观察家热议焦点，在世界上引发广
泛和强烈的反响。

关键时刻的和平方案

过去一年间，乌克兰危机损失惨重，
外溢效应波及全球。西方国家不断通过
军援、制裁等手段拱火浇油，推动危机向
长期化、扩大化方向发展。高企的粮食和
能源价格、新一轮难民潮等事实证明，延
长扩大冲突只会让世界付出更大代价。
多国专家认为，中方发布的立场文件不仅
符合冲突双方的利益，也回应了国际社会
的普遍关切。

克罗地亚政治分析人士德拉戈·霍尔
瓦特说，乌克兰危机表明，在当今世界，不
可能用武器取得胜利，更不可能用武器赢
得和平。中国发布的立场文件是结束这
场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希望国际社
会尽快把中国的和平方案提上议程。

匈牙利萨佐德韦格研究所政治分析
中心主任基塞伊·佐尔坦说，这场危机有
可能导致新的全球冷战时代，世界应避免
这种情况发生。中方发布的立场文件是
一项非常重要的贡献。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中方一直
以自己的方式为和平解决危机发挥建设
性作用。多国人士对中方立场表示赞赏，
认为中方发布的立场文件为推动政治解
决危机提供了正确路径，呼吁国际社会关
注中国主张，为劝和促谈作出共同努力。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中国发布
的立场文件是中国奉行和平方针的一个
范例，也是一项全新的、独创性的举措，将
产生深远影响。

克罗地亚前副总理安特·西莫尼奇表
示，中国始终呼吁和平，强调对话谈判是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
发布的立场文件不仅对俄乌双方，而且对
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巴基斯坦拉合尔大学安全、战略和政
策研究中心主任拉比娅·阿赫塔尔说，作
为一个负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中方发布的立场文件将倡导世界和平
作为优先事项。世界需要关注中国的呼
吁，并携手将冲突各方带到谈判桌旁。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经济与国际研
究所主任马科斯·皮雷斯说：“面对战火，
需要的是泼水而不是浇油。”他指出，中方
发布的立场文件敦促重开和平谈判，避免
冲突进一步升级，特别是关于反对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主张，对全球安全和人
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客观公正的中国立场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
兵24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
言，阐述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立场。戴兵说，中方始终立足是非曲直，
恪守客观公正，愿继续为缓和局势、化解
危机发挥负责任、建设性的作用。

中方发布的立场文件开宗明义地强
调了处理乌克兰危机应坚持“公认的国际
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
严格遵守，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
应该得到切实保障”的基本原则。

在巴西外交学者费利佩·波尔图看
来，这反映出中国在应对乌克兰危机时一
贯坚持的客观立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通讯社资深编辑、中国问题专家穆罕默

德·礼萨·马纳菲也认为，中方立场文件全
面完整，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特别是
尊重冲突双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
在这场冲突中没有选边站队，而是积极、
真诚地寻求和平解决危机。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 25日发表声明，
对中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
表示欢迎。声明说，中国的立场值得支
持，因为这有助于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基本
原则，在尊重各国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
的基础上停止流血冲突。

这场“21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最大
规模军事冲突”持续至今，背后是地区安
全长期积累的矛盾不断激化。中方立场
文件再次强调，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着眼世界长治久安，推
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
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
基础之上，防止形成阵营对抗，共同维护
亚欧大陆和平稳定。

对此，英国政治评论员卡洛斯·马丁
内斯表示赞同。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
面采访时表示，中方立场文件是对欧洲和
平事业的有力贡献，文件没有偏袒任何一
方，同时强调了结束这场危机所需的关键
因素。

斯洛文尼亚社会学家托马日·马斯特
纳克同样高度认同中国政治解决危机的
主张。他说，政治解决就是寻求双方都能
接受的方案，建立尊重各方需求和关切的
安全架构，而不是开展零和博弈。

命运与共的大国担当

乌克兰危机延宕反复，冲击世界和平
与发展事业。中国不是危机当事方，但并
未袖手旁观，始终为缓和局势、化解危机
发挥负责任、建设性的作用。

在阿赫塔尔看来，中方立场文件中的
12点建议涵盖了冲突的所有方面，既强
调了“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停止
对他国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等基
本原则，也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人道危
机的具体主张。“这一整体性方案敦促冲
突各方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并转向寻求
外交解决的途径。”

很多海外观察家不约而同关注到中
国并非乌克兰危机当事方的“特殊”身份，
认为更加“务实”“不持偏见”的中国方案
提供了不同于西方“除了通过战争打败俄
罗斯外别无选择”论调的新路径。

在佐尔坦看来，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和
国家没有参与冲突，保持中立，中国作为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经济体，以
和平为目标提出建设性方案，是一个“非
常积极的进展”，代表了世界上大部分地
区和国家的声音。

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是各国人
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矢志不渝的追
求。就在本月21日，中方发布了《全球安
全倡议概念文件》。这一概念文件同政治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一道，展现了
中国同国际社会共同守护全球安全、为解
决当今安全困境提出更可行举措的责任
担当。

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
认为，两个文件一脉相承，都是中方为维
护世界和平安全提出的具有可实践性的
倡议和构想，有助于为受各种纷争困扰的
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稳定性，因此得到国际
上爱好和平人士的广泛支持。在马丁内
斯看来，两个文件反映了各国人民对世界
和平与全球繁荣的渴望，表达了一种明确
的立场，即“实现和平与繁荣需要重新调
整国际关系的方向，使之朝着多边主义、
合作、不干涉、尊重主权和多样性的方向
发展”。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国际
社会更加深刻认识到，人类生活在同一
个地球村里，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波
尔图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作
为这一理念具体体现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立场文件，是中国外交对世界的重大贡
献。它们提供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
国方案，告诉人们“安全必须通过发展
来保障，发展也必须通过安全来保障，
而不是像美西方国家这样企图以战争
和霸权来实现”。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执笔记
者 朱瑞卿 班威 郝薇薇）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中国方案公正性与建设性广获认同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华沙2月26日电（记者
陈琛 张章）波兰奥伦石油公司日
前说，俄罗斯已停止通过“友谊”输
油管道向波兰供应石油。

“友谊”输油管道是俄罗斯向
中欧、东欧运送石油的大型管网
系统，该管线起点位于俄罗斯西
南部萨马拉州，北线经白俄罗斯
通往波兰和德国，南线经乌克兰
通往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自俄罗斯去年 2月对乌克兰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欧盟已对俄
施加包括化石能源禁运在内的多
轮制裁，但这条输油管道得到制
裁豁免。

奥伦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巴伊
特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公司之前
已为此做好了准备，“我们只有
10%的原油来自俄罗斯，将用其他
来源替代”。奥伦公司表示，俄罗
斯上述举动不会影响波兰市场上
汽油和柴油的供应。

波兰石油公司：

俄罗斯已停止向波兰输送石油

新华社罗马2月26日电（记者
周啸天）综合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
利南部海域 26日凌晨发生一起移民
船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 40人遇难、
约 50人幸存，遇难人数可能进一步
增加。

意大利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网
站报道，事故发生前，这艘移民船
正试图经爱奥尼亚海登陆意大利

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大区。据幸存
者描述，这艘船装载量过大，没有
承受住巨大的海面风力，最终断成
两截。

意大利媒体根据警方提供的信
息报道，事发船只搭载了 200人至
250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巴基斯坦、阿
富汗和斯里兰卡。事故发生时，船上
乘客没有时间呼救，幸存者凭借自身

力量到达海岸。遇难者包含妇女与
儿童。

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警方、消
防部门和急救部门等仍在附近海域
搜救失踪人员，遇难人数可能进一步
增加。

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和难民
搭乘船只跨越地中海，试图经意大利
登陆欧洲。

一艘移民船在意大利南部海域沉没
至少40人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