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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牙还牙”俄罗斯制裁欧洲天然气企业 英国与瑞典、芬兰达成新安全协议

一颗 228.31 克拉白钻 11 日在
瑞士日内瓦拍卖，以2170万瑞士法
郎（约合 1.47 亿元人民币）成交。
这是拍卖会史上出现过的最大一
颗白钻。

据法新社报道，这颗梨形白钻
名为“岩石”，高尔夫球大小。按照
钻石颜色等级D至Z级从高到低排
序，这颗钻石颜色属于G等级。“岩
石”预估拍价为1900万至3000万瑞
郎（约合 1.29 亿至 2.04 亿元人民
币），起拍价为 1400 万瑞郎（约合
9499万元人民币），最终被一名私
人买家以电话竞拍拍下。

拍卖方佳士得拍卖行没有透露
买家身份。拍卖行国际珠宝拍卖负责

人拉胡尔·卡达基亚说，尽管“岩石”总
拍价不算最高，但每克拉拍价在同等
级别颜色钻石中创下最高纪录。

“岩石”本世纪初期从南非一座
矿藏开采，先前在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迪拜、美国纽约等地展览过。

与“岩石”一同亮相拍卖会的还
有一颗枕形黄色钻石，以1420万瑞
郎（约合 9621万元人民币）拍卖成
交。这颗钻石名为“红十字钻石”，
天然带马耳他十字图案，重 205.07
克拉，1901年在南非被发现，这是
它第三次亮相拍卖会。据美联社社
报道，“红十字钻石”拍卖所得中，“7
位数”款项将捐给国际红十字会。

（新华社电 王逸君）

“最大白钻”拍卖近1.5亿元人民币

韩国青瓦台
正式向公众开放

俄罗斯联邦政府网站 11日发布一
份新的制裁清单，涉及 31家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在欧洲、美
国和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合作方，包括
俄气德国分公司和波兰的欧俄波天然
气公司，后者负责经营俄罗斯向欧洲
东部输送天然气的“亚马尔-欧洲”管
道在波兰境内部分管道。

俄方声明说，这番制裁依据俄总
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5月 3日颁布的对

“不友好”外国实体实施报复性经济措
施命令，禁止俄方实体与受制裁对象
交易，哪怕是履行现有合同义务也不
行，包括产品及原材料出口。

据路透社报道，受制裁企业绝大
部分位于已经对俄实施制裁的国家。
能源行业分析师说，欧洲联盟正考虑
对俄罗斯施加第六轮制裁，包括今年
内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关键措施，
以打击对俄罗斯经济至关重要的能源
收入，俄方采取报复性措施“在情理之
中”，而其效果短期可能会抬高欧洲液
化天然气价格、加剧美国市场供应紧

张，而更重要的后果可能在冬季取暖
季显现，因为欧洲无法快速找到替代
来源。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
中心研究员杰米·韦伯斯特说，俄方针
对天然气供应实施制裁，对欧洲来说
代价“惨痛”，“双方实质上都选取了
对对方经济损害最大、对自身经济损
害最小的（制裁领域）。关键在于当
北半球进入冬季，欧洲经济体如何应
对这一局面，因为没法找到另外的天
然气供应源。”

美国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安德
鲁·利波说，这是俄方“以牙还牙”的报
复措施，但他认为欧洲人能想出一些对
策，比如设立不受制裁影响的新实体或
子公司，“不过这一举措显示欧洲与俄
罗斯之间的能源关系切割愈演愈烈”。

美国普赖斯期货集团分析师菲尔·
弗林说，俄方举措是“一个提醒”，即俄
罗斯在能源安全方面占上风。他们的
制裁对象是那些对俄实施制裁者的输
气管道，也是威胁和警告，即“今天制裁

的是这些人，明天可能就轮到你”。
俄气德国分公司 1990年在柏林注

册成立，原本是俄气全资子公司，直至
上月俄气宣布放弃该分公司所有权，
随后由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络局

“暂时接管”。这家企业天然气销售、
运输及储存业务覆盖欧洲、亚洲和北
美洲多个国家，包括德国最大的天然
气储存设施，容量达 40亿立方米。德
国经济部说，还在研究俄方声明，目前
对德天然气供应正常。

路透社收集的俄气与美国全球能
源监测组织数据显示，“亚马尔-欧洲”
管道建成于 2006年，年输气量超过 300
亿立方米，是俄罗斯天然气输送中东
欧地区的主要管道之一。按照欧俄波
天然气公司网站的介绍，管道在波兰
境内部分长 684公里，供应波兰国内和
其他欧洲客户需求。根据俄罗斯联邦
政府与波兰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俄
气与波兰石油天然气公司 1993年合资
成立欧俄波天然气公司，经营波兰境
内管道至今，收取“过境费”。

俄罗斯承担了欧盟市场约 40%的
天然气供应，其中相当一部分经乌克
兰输出，并向乌方支付“过境费”。由
于俄乌关系渐趋紧张，俄方 20年来陆
续建成数条绕过乌克兰的输欧管道，包
括过境白俄罗斯的“亚马尔-欧洲”管道，
以及过境土耳其的“土耳其溪”、经波罗
的海海底直输德国的“北溪-1”等。

与“北溪-1”平行的“北溪-2”管道
不久前刚完工，原本可将俄-德天然气
年输送量增加至 1100亿立方米，却遭
遇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德方叫停审
批程序，无法开通运营。

俄罗斯 2月 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
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和欧盟等西方
国家对俄施加多轮严厉经济制裁措
施，并准备逐步减少直至停止进口俄
能源。不过，俄气对欧洲输气大部分
仍正常供应，只有经乌克兰管道受一
定影响。另外，俄气 4月 27日宣布，自
当日起暂停向保加利亚和波兰供应天
然气。

（新华社电 沈敏）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11 日
说，英国已同瑞典、芬兰达成新协
议，承诺在瑞芬两国武装部队受到
攻击时提供支援，以增进“欧洲安
全”。

约翰逊 11日先后到访瑞典和芬
兰，与两国领导人签署安全协议。他
当天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记者
会上说：“一旦发生灾难或者我们其中
一方受到攻击，我们将互相帮助，包括
提供军事援助。”

根据协议，英国与瑞芬两国将加
强新技术和情报收集方面的合作。约
翰逊说，英国将应对方请求加强在北
欧地区的军事部署，包括扩充陆海空
三军设施和人员。

约翰逊说，新协议并非权宜之计，
而是“长期承诺”，标志着英国与瑞典、
芬兰“在防务和安全合作领域的显著
变化”。新协议将“强化欧洲北部防
务”。

芬兰和瑞典 2017年加入英国主
导的快速反应部队“联合远征军”。英
国主导组建这支部队旨在对和平时期
的突发情况或在面临危机、冲突时作

出快速反应，联合远征军规模比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的快速反应部队小、因
而行动更“灵活”。联合远征军按照北
约标准和原则行事，可以同北约、联合
国或其他多国联盟联合行动，自 2018
年全面运转以来，已经独立或与北约
联合举行多次演习。

瑞典和芬兰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
政策，但可能不久将宣布是否加入北
约。苏联解体后，北约多次拉拢这两
个国家入伙未果。俄罗斯2月24日在
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促使这两
国重新考虑是否加入北约。北约秘书
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不止一次向两
国“喊话”，声称北约欢迎两国申请加
入并保证会迅速接纳。

俄罗斯把北约扩容视为威胁俄方
安全之举，多次警告芬兰和瑞典不要
加入这一军事联盟，称这样做无益于
欧洲稳定。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北约
若“北扩”、把芬兰与瑞典纳入这一军
事同盟体系，无疑将加剧与俄罗斯的
对立，导致波罗的海地区乃至整个欧
洲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新华社电 包雪琳）

5月12日，在韩国首尔，游客观
看青瓦台内的文化巡演。

韩国历任总统的办公地点青瓦
台10日起正式向公众开放。

■新华社记者 王益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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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出征世界女排联赛名单公布
5月11日，国际米兰队成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
当日，在罗马举行的2021-2022赛季意大利杯足球赛决赛中，国际米兰队通

过加时赛以4比2战胜尤文图斯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中国女队3∶0击败印尼队挺进尤伯杯四强
新华社曼谷5月12日电（记者 林

昊、宋宇）中国女队 12日在曼谷进行的
羽毛球尤伯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以 3∶0
战胜印度尼西亚队，顺利进军四强。

首场女单，中国队由陈雨菲对阵
印尼选手戴维。陈雨菲以 7∶0开局，尽
管一度被对手迫近比分，但陈雨菲很
快做出调整，以 21∶12取胜首局，随后
以 21∶11再赢一局，为中国队顺利取得
开门红。

陈雨菲认为赢得胜利最重要的是

速度和气势，参加团体赛要有很强大
的抗压能力，并积极地调动自己。

第二场女双比赛，世界排名第一
的陈清晨/贾一凡迎战库苏马/普拉蒂
维组合。首局中国组合长时间落后，
但在局末反超，以 21∶19获胜。次局中
国组合基本掌控了比赛，虽然在比赛
最后连续浪费几个场点，但最终以 21∶
16取胜。

贾一凡表示，比赛中受到对手一
定冲击，两人也感受到一定压力，但在

关键分处理以及整个比赛过程中，最
终还是找到了对方的破绽，掌握了比
赛主动。

第三场比赛由何冰娇迎战在前一
天爆冷战胜世界第一山口茜的普拉西
斯塔。首局何冰娇一直落后，虽然在局
末一度追平，但仍以 19∶21告负。次局
何冰娇以 21∶18取胜，第三局乘胜追击
以21∶7轻松拿下，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何冰娇说，能击败山口茜意味着
对手有一定实力，通过直接交手也感

觉到对方的打球方式比实际年龄更为
成熟，但自己经验更加丰富，随着比赛
推进战术越来越清晰，体力也占了一
些优势。何冰娇认为，之前比赛中遇
到的一些困难有助于自己更好地迎接
后面的比赛。

中国队半决赛的对手将在东道主
泰国队与印度队之间产生。当日进行
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日本队同
样以 3∶0 战胜中国台北队，进入半决
赛。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卢星
吉、胡佳丽、曹奕博）国际排联日前在其官
网上公布了参加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的
球员名单，中国女排派出袁心玥等24人出
战，朱婷、张常宁虽未入选名单，但球衣号
码仍被保留。

虽然各队球员上限为25人，但中国队
并未用满名额。不过，相较于 4月公布的
新一期中国女排20人集训名单，此番出征
的队员又补充了自由人王梦洁、副攻王文
涵、接应杜清清以及主攻仲慧。

中国女排名单如下：主攻金烨、王云
蕗、王艺竹、李盈莹、吴梦洁、王逸凡、仲慧，
副攻袁心玥、杨涵玉、高意、王媛媛、郑益
昕、王文涵，接应龚翔宇、缪伊雯、陈佩妍、
杜清清，二传刁琳宇、蔡雅倩、丁霞，自由人
王唯漪、倪非凡、许嘉楠、王梦洁。

主教练蔡斌近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世界女排联赛中，他会有的放矢地
给更多队员出场机会，随后形成相对稳定的
主力阵容，从而把技战术打法确定下来。

由于伤病等原因，朱婷和张常宁均未出
现在名单中，但朱婷在国家队的2号球衣和
张常宁的9号球衣仍未被其他队员使用。

其他世界强队方面，一批老将也淡出
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率领巴西队获得
此前两届世界女排联赛亚军的主攻手加
比今年将不再参赛。而美国队方面，帮助
该队拿下东京奥运会金牌的功臣拉尔森
和巴奇也没有入选名单。

根据赛程，本届世界女排联赛的分站赛
将从5月31日开始。中国队5月31日-6月5
日将在土耳其安卡拉参赛，6月14日-6月19
日转场菲律宾奎松，6月28日-7月3日则将
前往保加利亚索菲亚比赛。决赛阶段的比赛
将在7月13日-7月17日于安卡拉举行。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国际
排联 11 日公布了将在 6 月举行的
2022 年世界男排联赛（VNL）参赛
名单，中国男排 25人大名单出炉，
江川、戴卿尧领衔。

本届世界排球联赛共有 16支
球队参加。除中国队外，其余 15
支球队分别为巴西、日本、伊朗、美
国、荷兰、斯洛文尼亚、澳大利亚、
加拿大、阿根廷、波兰、意大利、法
国、德国、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

由于疫情，中国男排曾主动退
出 2021 年世界排球联赛。根据
VNL 现有赛程，中国队将在 6 月 7
日至 12 日首先亮相巴西利亚（巴
西）站，然后于 6月 21日至 26日参
加奎松（菲律宾）站，接着于7月5日
至10日参加格但斯克（波兰）站。

中国男排此次重返世界男排
联赛，目标是争取更多的国际排联
积分，为冲击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做准备。主教练吴胜表示，亚运会
推迟后，队伍的精力都集中在备战
世界排球联赛上，通过集训，队员
们在体能等方面提升明显。他希
望队伍能把握住机会，靠自己的实
力，想尽办法拿到积分，争取奥运
会资格。

中国队 25 人参赛名单如下：
戴卿尧、张秉龙、俞元泰、袁党毅、
张景胤、翟德军、李咏臻、蒋正阳、
张哲嘉、王东宸、彭世坤、戴海波、
缪阮彤、江川、王径一、张冠华、武
弸智、于垚辰、刘濛、陈磊炀、王鹤
斌、曲宗帅、杨一鸣、杨天缘、祁嘉
豪。

中国男排2022年世界排球联赛25人名单公布

美国媒体 12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随着“卢布结算令”生效后首次
结算的支付期限临近，已有 20家欧洲
企业开设卢布账户，以满足俄方用卢
布结算天然气的要求。

据彭博社报道，与俄罗斯天然气
工业股份公司（俄气）关系密切的消息
人士透露，近期又有 10家欧洲企业在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卢布账
户，使开设卢布账户的欧洲买家增加
到 20 家。另有 14 家欧洲企业向这家
银行索要开设卢布账户的相关资料。

由于话题敏感，这名消息人士拒
绝公开姓名，也没有透露开设卢布账

户的企业名称。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3月

31日签署与“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以卢
布进行天然气贸易结算的总统令。普
京表示，要购买俄天然气，“不友好”国
家和地区须在俄银行开设卢布账户，
新规 4 月 1 日起生效。如果拒绝以此
方式付款，将被俄方视为违约，一切后
果由买方承担。

俄方 4 月 1 日开始供应的天然气
费用应在 4 月下半月或 5 月结算。俄
气 4 月 27 日宣布，由于波兰和保加利
亚拒绝按照俄方要求以卢布结算，停
止向这两国供气。这两国由此成为

“卢布结算令”生效后首批被停气的欧
洲国家。

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按“卢布结
算令”规定，“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天然
气买家需开设两个账户，一个为外币
账户，另一个为卢布账户。当买家向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支付外币后，
双方交易就此结束。接下来，银行方
面将把这些外币自动换成卢布，并且
这一过程不经由俄罗斯中央银行，因
此没有违反欧盟对俄相关制裁。

欧洲委员会先前警告，以卢布结
算天然气费用可能违反欧盟对俄制裁
措施。不过，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

吉 11日表示，欧盟在这方面并没有作
出明确规定，没有任何人说以卢布支
付是否违反制裁，因此这属于“灰色地
带”。

按他的说法，德国主要天然气买
家已经用卢布向俄方支付费用。在欧
盟内，德国是俄罗斯能源的最大买
家。俄乌冲突升级前，德国所消耗的
化石燃料中，大约 50%的煤炭、35%的
石油和55%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德拉吉告诉媒体记者：“实际上，
大多数天然气买家已经在俄罗斯天然
气工业银行开设了卢布账户。”

（新华社电 张旌）

朝鲜首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
提高疫情防控措施至最高级别

新华社平壤5月12日电（记者 江
亚平）据朝中社 12日报道，朝鲜国家
紧急防疫部门本月8日对平壤一些有
发烧症状的患者进行抽样检测后发
现，有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这是
自新冠疫情在全球多地暴发以来，朝
鲜首次报告在本土发现新冠确诊病
例。

朝鲜劳动党 12日紧急召开劳动
党政治局会议，决定把新冠防疫措施
提至最高级别。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

正恩在会上强调要采取紧急措施彻底
阻断新冠病毒传播，要加强边界管控，
在全国各市县进行彻底封锁，各单位
要在闭环状态下组织经营生产活动。
他还要求卫生部门和应急防疫部门进
行严格密集筛查，健全医学监测和积
极治疗措施。

金正恩说，党和政府各级机关要
采取周全措施，尽量减少人民群众在
严密防控措施下的不便和麻烦，稳定
生活秩序。

向“卢布结算令”低头 多家欧洲企业开设卢布账户

新华社伦敦5月11日电（记者 张
薇）来自英国的游泳奥运冠军皮蒂 11
日透露，他因为在训练中脚部骨折，不
得不退出6月18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
揭幕的游泳世锦赛。

27岁的皮蒂 11日通过个人社交
媒体透露，他本周早些时候在健身房
训练时不慎一只脚骨折。医生建议他
休息 6周，这意味着他来不及在下个
月的游泳世锦赛开赛前复出。

“我的游泳生涯中还不曾遭遇伤
病困扰，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个巨大的

打击，而且也是个新的挑战。”皮蒂表
示，他会在养伤期间好好想一想游泳
这个项目对他的意义，然后体会一下
别人在自己本该出战的项目中夺冠的
感受。“这肯定不会好受！”

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皮蒂以领
先第二名超过 0.6秒的成绩卫冕男子
100米蛙泳，七年多大赛保持不败。

皮蒂说：“我从来不畏惧挑战，但
这一次需要我使用更多智慧。我会尽
快回归泳池，在今年夏天的英联邦运
动会之前专注于恢复和储备体能。”

英国“蛙王”皮蒂因伤无缘游泳世锦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