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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据新华社莫斯科 12 月 21 日电
（记者李奥）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分别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通
电话，就俄方提交的俄美安全保障条约
草案、俄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协
议等进行了讨论。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分
别与法德领导人通电话，重点就俄美安全
保障条约草案、俄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
障措施协议等进行了讨论。普京阐述了

俄方要求在法律上提供长期安全保障的
建议，以排除北约进一步东扩和在俄邻
国部署进攻性武器系统的可能。

声明说，普京与法德领导人还讨论
了乌克兰内部冲突问题。普京表示，乌
克兰拒绝执行明斯克协议阻碍了再次
举行“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的可能。

另据德国联邦政府网站21日发布
的消息，朔尔茨在与普京通话时表达了
对乌克兰局势以及对明斯克协议执行
情况的担忧，希望在“诺曼底模式”框架
下解决乌克兰问题。

本月10日，俄罗斯外交部就与美国
和其他西方国家开展安全保障对话发表

声明，要求美国和北约为排除北约进一
步东扩的可能提供法律保障。17日，俄
外交部公布了两份文件内容，要求排除
北约进一步东扩、美方不在非北约成员
国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土上建立军事
基地、不同这些国家发展军事合作、北约
承诺不把乌克兰等国纳入北约等。

就俄安全保障等问题

普京分别与法德领导人通电话

美国国务院分管欧洲和欧亚事务
的助理国务卿卡伦·唐弗里德21日告
诉媒体记者，美国政府准备讨论俄方所
提文件草案。路透社当天报道，美方正
在考虑对俄实施严厉出口管制措施。

唐弗里德说，美方“准备就文件里的
一些地方谈判”，因为美方“的确认为值得
讨论”，但双方仍有分歧。唐弗里德13日
至15日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首
都莫斯科和欧洲联盟总部布鲁塞尔。

按唐弗里德的说法，美国政府打

算从三个渠道与俄方接触，分别是美
俄双边会议、北约与俄罗斯理事会以
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这三个层面
的谈判可能在明年1月开展。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
同一天说，他呼吁北约与俄罗斯理事
会新年过后尽快开会。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官
员告诉路透社记者，美国政府正考虑对
俄罗斯追加经济制裁，包括异乎寻常的
出口管控措施。这些举措可能限制俄

罗斯进口智能手机、飞机和汽车关键零
部件以及其他行业的材料，将对俄罗斯
消费者、特定行业运转产生重要影响。

就这些制裁举措，美国政府多名
官员打算与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关键伙
伴密切协商并协调一致。

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经公民投
票决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美
国和欧盟指称此为俄罗斯“非法吞并”
乌克兰领土，对俄实施经济制裁。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美方备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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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21日在面向俄罗斯军官的讲
话中再次敦促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尽快回应俄方所提“安全保障”方案
草案。

“他们正试图在乌克兰领土做的
以及打算做的，并非数千公里以外（的
事情），就在我们家门口……他们应该
明白我们无法再退一步。难道他们认
为我们将会无动于衷地看着？”普京
说，“如果西方国家继续挑衅，我们将
诉诸充分的军事技术应对举措并强硬
回应不友好举动。”

普京没有说明俄方将会采取哪些举
措，但他的措辞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谢尔盖·里亚布科夫的表述类似。里亚
布科夫1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北约在
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俄安全关切方面
进展不足，将导致“新一轮对抗”。

普京说，俄方希望开展“富有建设
性、有意义的谈判”，在特定时段达成

“能够确保各方安全的可见结果”。“军
事冲突、流血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不
希望事态这样发展。”

美国和乌克兰近期声称，俄罗斯在

俄乌边境地区集结重兵，可能“入侵”乌
克兰。俄罗斯政府否认这一说法，认为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在紧靠俄西部边
境的地区部署武器系统，进一步威胁俄
边境安全。俄方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
以保卫领土，无意威胁或进攻他国。

俄罗斯政府上周提交了两份涉及
西方国家安全承诺的文件草案，要求
北约停止“东扩”、不在“乌克兰及其他
东欧国家、南高加索和中亚国家”开展
任何军事活动、不吸收原苏联加盟共
和国加入北约等。

俄方示强硬

新华社东京12月21日电（记者郭
丹）据共同社21日报道，日本与美国当天
就未来5年驻日美军经费分摊问题达成一
致。双方决定，2022至2026财年，日本
需承担的驻日美军经费为1.0551万亿日
元（约合92.78亿美元），较2016至2020
财年增加750亿日元（约合6.6亿美元）。

报道说，增加的费用将主要用于提
高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
购买共同训练使用的新军事系统以及驻

日美军基地设施维护。
此次的驻日美军“保护费”已不仅限

于日本本土。共同社报道称，为减轻驻
日美军对冲绳造成的负担，如果美军移
至关岛进行的训练改在阿拉斯加实施，
日本也将负担相关费用。

驻日美军费用分摊协定通常每5年
更新一次。现行协定原定2021年3月
到期，因更新协定谈判赶上美国政权交
替，双方决定将协定延长一年。

就增加分摊驻日美军费用

日美达成一致

12月22日，救援人员在缅甸北部克钦邦帕甘玉石矿区事故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缅甸北部克钦邦帕甘玉石矿区22日凌晨发生坍塌事故。当地一名官员说，从

现场目击者了解到，事故造成80多人失踪。 新华社/美联

缅甸北部玉石矿坍塌致80多人失踪

12月 21日，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黎
巴嫩首都贝鲁特出席
记者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21日在黎巴嫩首都
贝鲁特表示，联合国将采
取包括举办国际会议在
内的多项举措，动员国际
社会支持深陷危机的黎
巴嫩。 新华社发

古特雷斯：

联合国动员国际社会支持深陷危机的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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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特工处21
日披露，至少近1000亿美元用于帮助
新冠疫情期间受影响企业和失业民众
的救济金遭盗领。

特工处负责处理全国疫情相关诈
骗案及资金追讨的协调员罗伊·多森
说，经汇总特工处、劳工部和小企业管
理局数据得出上述金额。这一数额不
包括已经由司法部起诉的诈骗案所涉
金额。

多森说，遭盗领金额占救济金总额
的3%左右，足以体现“救济金的庞大

规模对犯罪分子构成巨大吸引力”。
司法部上周宣布，已对90多起诈

骗案所涉150多名被告人提起诉讼，并
追回超过7500万美元通过非法骗取

“薪资保护计划”拨付援助金所获的现
金，以及大量用诈骗所得资金购得的房
产和奢侈品。

“薪资保护计划”是《冠状病毒援
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主要援助项目
之一，旨在为受疫情影响而难以运营的
小企业提供低息和可免除贷款，以助其
渡过难关。 李彦南（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近千亿美元抗疫救济金遭盗领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2月21日电
（记者李骥志 康逸）欧盟委员会21日
颁布防疫新规，为数字新冠疫苗接种证
书设置270天的有效期。按照新规定，
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应允许持有效数字
证书的旅行者入境。这项新规将于明
年2月1日开始执行。

根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
的指南，民众应在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完
成后的6个月内接种加强针。结合该

中心的建议，欧委会的新规定在6个月
基础上增加了3个月宽限期，使居民有
时间安排接种加强针。

今年6月，为在疫情防控下维持人
员自由流动，欧盟理事会首次实施欧盟
统一的数字新冠通行证，包括新冠疫苗
接种证书、核酸检测阴性证书等。当
时，关于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后能提供多
久保护力尚无数据支撑，因此对新冠疫
苗接种证书未设有效期。

欧盟为数字新冠疫苗接种证书设置270天有效期

世界上第一条短信21日以非同质
化代币（NFT）作品形式在法国首都巴
黎拍出10.7万欧元（约合76.9万元人
民币），连同佣金等费用，总成交价为
13.268万欧元（95.4万元人民币）。

这条短信内容是“圣诞快乐”的英
文Merry Christmas，连同空格共15
个字符，由英国电信运营商沃达丰公司
的软件工程师尼尔·帕普沃思于1992年
12月3日发给同事理查德·贾维斯，后者
当时正在参加公司的圣诞聚会活动。短
信从帕普沃思的电脑上发出，贾维斯用
手机接收。依照路透社说法，那部接收

短信的手机非常笨重，重近2千克。
这条富有节日气息的短信，如今

“化身”受到追捧的非同质化代币作
品。据法新社报道，此次拍卖买家来自
加拿大，涉足科技领域，但负责拍卖的
法国阿居特拍卖行没有公开其姓名。

阿居特拍卖行开发经理马克西米
利安·阿居特说，世界上第一条短信

“是人类和科技发展进程的历史证
明”。参与竞价的区块链领域创业者、
18岁的路易吉·卡拉东纳告诉法新社，
在他看来，“能拥有一段历史作为财产
是件趣事”。 乔颖（新华社专特稿）

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拍出逾10万欧元

新华社雅典12月22日电（记者
于帅帅）希腊海岸警卫队22日上午发
布新闻公告说，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
在希腊东南部的爱琴海海域沉没，目前
有12人获救，另有多人失踪。搜救行
动仍在进行中。

希腊海岸警卫队说，这艘船 21
日深夜在行驶途中遭遇机械故障后
在福莱甘兹罗斯岛附近海域沉没。
船上 12人通过救生艇逃生，后被赶
来营救的希腊海岸警卫队转移至桑

托林岛。一些幸存者说沉船上共有
32 名乘客，另一些幸存者则说船上
有50人。

希腊海岸警卫队已派出多架直升
机和多艘船只对失踪人员展开搜救，目
前沉船上乘客的国籍尚不明确。

2016年3月，土耳其和欧盟就非
法移民管控问题达成协议，经由土耳其
偷渡到欧洲的非法移民人数一度大幅
下降，但爱琴海仍是非法移民经由土耳
其偷渡到欧洲的重要通道。

一艘船在希腊海域沉没造成多人失踪

广告·热线：66810888

一批机械设备、原材料、库存品
公开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2HN031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一批固定资产-机械设备、原材
料、库存品（配件和主机），主要包含柴油机组、插床、电焊机组等
多项资产,本次转让分成三个资产包进行，其中1、机器设备挂牌
价为1024500元；2、原材料挂牌价为818600元；3、库存产品（配
件和主机）挂牌价为499200元。公告期：2021年 12月 23日至
2022年1月6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
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
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2月23日

经我分局征费系统核查，请以下欠缴2018年柴油机动车通行

附加费的车辆，车牌号分别为：

琼 D01222、琼 D01596、琼 D02831、琼 D04570、琼 D04573、

琼 D07902、琼 D0BF66、琼 D04003、琼 D01568、琼 D01633、

琼 D02088、琼 D06820、琼 D07151、冀 JCF137、渝 HB0903、

豫 AM8670、豫 G69905、豫 G69909、粤 AN1681、粤 AN1682、

粤AN1708、粤AN1710。

请以下欠缴2019年柴油机动车通行附加费的车辆，车牌号分

别为：

琼 D01268、琼 D02092、琼 D04029、琼 D04439、琼 D04642、

琼 D04755、琼 D07146、琼 D07842、琼 D08066、琼 D08181、

琼 D0A083、琼 DD3003、琼 D04930、琼 D0A018、琼 DK2253、

琼 D01331、琼 D01876、琼 D03211、琼 D04416、桂 K33983、

桂 KV0313、湘 A52907、湘 C8U908、渝 AC952F、豫 SQ9Z86。

请以下欠缴2020年柴油机动车通行附加费的车辆，车牌号分

别为：

桂 KU8567、湘 H69697、湘 J66133、豫 EYZ889、粤 KSC937、

云 H9Q306、琼 D00858、琼 D01148、琼 D01178、琼 D01503、

琼 D01863、琼 D09480、琼 DP2736、琼 D01339、琼 D01688、

琼D08971、琼D06440。

请以上车主及时到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五指山分局或就近

的各市县征稽分局办理缴费相关事宜。如不及时办理缴费相关事

宜，我分局将进行下一步法律程序。

咨询热线：0898-86622290。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五指山分局

2021年12月23日

公 告

根据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海南通亚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通国用（1996）字第627号土地证

的决定书》（五府函[2021]13号），现依法公告注销

海南通亚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名下土地证为通国用

（1996）字第627号土地。

特此公告。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公告

债权转让公开竞价公告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于近期将三亚中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不良贷款债权通过公开竞价方式进行转让，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情况：截至2021年10月31日，三亚中伟物业发

展有限公司不良贷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68,999,999.90 元，正常
利息为人民币 8,590,500.00元，罚息为人民币2,503,054.16 元，
复利为人民币891,065.77元，合计人民币 80,984,619.83 元（备
注：实际本息数额以计算至交易基准日本息数额为准），五级分类
状态为可疑。

二、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竞买人须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
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备注：原则上，中国银保监会
批准的具有不良资产处置牌照的资产管理公司优先）

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购买的人
员不得参加竞买。

三、公告期限：2021年12月20日起至2021年12月24日
（连续5天），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领取竞价文件、交纳竞价
保证金和对该不良债权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过期不予受理。
公开竞价时间暂定于2021年12月27日上午9:00。

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权
自行撤销本次公开竞价或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公开竞价时间。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赵先生：13379958632，辜小姐：
18976869763；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举报电话：0898-
66505993。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东路31号海南银
行总部大楼。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3日

12月21日，普京（左）和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参观武器装备展。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