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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乌克兰局势
观 天下

新华社莫斯科1月28日电（记者
华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日在接
受俄罗斯大型电台联合采访时表示，如
果与乌克兰是否开战只取决于俄罗斯，
那么战争将不会发生。他说：“我们不
想要战争，但我们也不容许自己的利益
受到粗暴的攻击和忽视。”

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不会改变其在安
全保障问题上的立场，在此问题上没有妥

协的余地，若无法与西方就欧洲安全保障
原则达成共识，则俄方将采取回应措施。
目前，俄方正在准备对美国和北约的回复
做出回应，最终决定将由俄总统普京作出。

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和北
约就安全保障问题的谈判还没有结束，
俄美两国将于近几周内再次举行会谈。

近期，俄乌关系加速恶化，双方在
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人员和

武器装备。美国、乌克兰和北约称俄罗
斯在靠近乌东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有

“入侵”之势。俄方予以否认，强调北约
活动威胁俄边境安全，俄方有权在境内
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

2021年12月，俄外交部就与美国
和其他西方国家开展安全保障对话发表
声明，要求美国和北约就排除北约进一
步东扩的可能性提供法律保障。同月，

俄罗斯向美国和北约提交了两份安全保
障协议草案，草案就俄罗斯关切的北约
东扩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并要求二者作
出明确回应。今年1月10日至13日，俄
罗斯分别与美国、北约并在欧洲安全与
合作组织框架内就上述安全保障建议开
展对话，但对话均未取得实质性成果。1
月26日，美国和北约分别向俄方正式递
交了关于安全保障建议的书面答复。

俄罗斯外长表示

不想开战但也不容许自身利益被忽视

新华社华盛顿1月27日电（记者
邓仙来）美国总统拜登27日与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拜登在通话
中向泽连斯基承诺，如果俄罗斯“进一
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
将作出坚决回应。美国支持乌克兰主
权和领土完整。

声明说，美国去年向乌克兰提供超
过5亿美元的发展与人道主义援助，鉴
于“俄罗斯集结军队给乌经济带来压

力”，美国将向乌方提供额外经济援助。
拜登在通话中说，美驻乌大使馆仍将

正常运行。美国支持通过由法国、德国、俄
罗斯和乌克兰参加的“诺曼底模式”四方会
谈解决乌克兰问题，希望各方日前承诺履
行2020年7月达成的停火协议有助于缓
解地区紧张局势，并推动明斯克协议执行。

泽连斯基在通话后发布推文说，双
方在通话中讨论了为缓解乌克兰局势
所作的外交努力，同意今后继续加强联
合行动。双方还探讨了对乌克兰后续

经济援助的可能性。
“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26日在巴

黎举行。乌总统网站27日对此发表声
明说，泽连斯基认为此次会谈为达成实
现和平所需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契机，他
还表示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顿
巴斯地区实现稳定和无条件停火。

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7
日接受俄主流媒体联合采访时说，如果
俄罗斯与北约因乌克兰问题爆发直接
冲突，那将是灾难性的，希望这种情况

永远不会发生。唯一可以缓和当前局
势的途径是就安全保障问题进行谈判，
美国可能拒绝向俄方提供明确的安全
保障将使整体局势更加复杂化。

近期，乌俄关系加速恶化，双方在
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人员和
装备。美国、乌克兰和北约声称俄罗斯
在靠近乌东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有

“入侵”之势。俄方予以否认，强调北约
活动威胁俄边境安全，俄方有权在境内
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

德国和美国官员 27日警告俄罗
斯，如果俄军“入侵”乌克兰，俄德等国
企业合建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
将不被启用。

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
当天在联邦议会讲话时说，德国政府正
考虑对俄罗斯可能施加的“一揽子强力
制裁”，内容包括放弃“北溪-2”。

“北溪-2”管道从俄罗斯绕过乌克
兰、借道波罗的海通到德国，是俄罗斯
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又一条管道，项目
2018年开工，2021年9月建成，尚未获
批投入运营。

美国一直反对“北溪-2”，称其为俄
罗斯地缘战略项目。俄罗斯称，美方阻

挠这一项目意在挤占俄能源市场份额，
企图向欧洲高价兜售美国产天然气。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
务卿维多利亚·纽兰27日说：“我认为
柏林今天的表态非常非常强硬……如
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溪-2’项目无
论如何都不会再向前推进。”

据美联社报道，德国先前因为不愿
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受到美国及其他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批评。贝尔伯克
27日解释说，“一支足球队不需要11个
职责相同的中锋，而是11个目标一致、
各司其职的球员”，德国虽然在军事上没
出力，但会在经济上继续援助乌克兰。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定于2月

7日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约瑟夫·拜
登讨论乌克兰局势等议题。这是他出
任总理后首次访美。

拜登27日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
尔·泽连斯基通电话。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埃米莉·霍恩告诉媒体，拜登在
电话中告诉泽连斯基，俄罗斯“极有可
能”2月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
27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美国向俄罗
斯递交安全保障协议草案的书面回复
前，乌方已经看过文稿，没有意见。

美国和北约26日分别向俄罗斯递
交书面答复，正式回应俄方去年12月
向他们提出的安全保障协议草案。俄

方在草案中寻求北约不再东扩，不把乌
克兰等国纳入北约。

对于美方和北约的书面答复，俄罗
斯官员27日回应，对方没有解决俄方
核心关切，不过表示仍可继续谈判。

俄乌关系近期加速恶化，双方在
两国边境地区部署大量军事人员和装
备。美国、乌克兰和北约表示俄罗斯
在靠近乌东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有

“入侵”之势。俄方予以否认，强调北
约活动威胁俄边境安全，俄方有权在
境内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今年1月
10日至13日，围绕乌克兰等问题，俄
罗斯与美国、北约等举行对话，没有取
得实际成果。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土地确权异议征询的通告
海资规秀英〔2022〕23号

拟确定权属的宗地位于海口市海榆中线东边琼中县驻海口粮转
站的北侧，宗地四至为：东至严知清用地；南至空地；西至海榆中线；
北至海口市海秀镇业里农机企业管理站用地，土地面积为90.71m2。
宗地现状已建有一间棚房。根据《海口市土地管理局关于秀英区海秀
乡业里农机企业管理站补办用地手续的批复》（市土字〔1992〕491号）
和《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秀英分局关于海榆中线拓宽项目海秀镇业里农
机企业管理站土地性质及面积确认的复函》（秀英土资字〔2013〕199
号），该宗地土地使用权人为海口市海秀镇业里农机企业管理站。如对
上述宗地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秀英分局
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予权利人办理国有划
拨性质土地使用权手续。特此通告。（联系人：王先生，电话：6682765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2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土地确权异议征询的通告
海资规秀英〔2022〕24号

拟确定权属的宗地位于海口市海榆中线东边琼中县驻海口粮转
站的北侧，宗地四至为：东至空地；南至琼中县三江源国有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用地；西至海榆中线；北至严知清用地，土地面积为
988.94m2。宗地现状已建有一间棚房。根据《海口市土地管理局关
于秀英区海秀乡业里农机企业管理站补办用地手续的批复》（市土字
〔1992〕491号）和《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秀英分局关于海榆中线拓宽项
目海秀镇业里农机企业管理站土地性质及面积确认的复函》（秀英土
资字〔2013〕199号），该宗地土地使用权人为海口市海秀镇业里农机
企业管理站。现对该宗地权属征询异议，如对上述宗地有异议者，请
自通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秀英分局提出书面申诉，逾期
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予权利人办理国有划拨性质土地使用权
手续。特此通告。（联系人：王先生，电话：6682765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27日

致以下公司：鉴于你公司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现我单位单方解

除与你公司签署的下列协议。

一、海南祥隆国际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26日签订的

《高端老人居住用地投资协议书》。二、海南博源融海置业有限公司

于2010年7月22日签订的《东水城项目投资协议书》。三、澄迈恒诚

实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香缇海韵产权式酒店投

资协议书》。四、海口市国家安全局于2013年6月16日签订的《海口

市国家安全局工作阵地投资协议书》。五、澄迈安华鼎盛置业有限公

司于2013年 2月 28日签订的《房地产居住及商业项目投资协议

书》。六、海南天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签订的《整

合开发北一环路项目周边地块投资协议书》。七、澄迈县惠恒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于2009年 9月 12日签订的《惠恒小区投资协议书》。

八、深圳世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东水港

棚户区改造投资协议书》。

特此告知。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2年 1 月 29 日

单方解约函
致以下公司：鉴于你公司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现我单位单方解

除与你公司签署的下列协议。
一、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15日、2010年5

月25日签订的《澄迈盈滨半岛项目开发协议书》《成片开发海南省澄
迈太阳湾项目意向协议书》《成片开发海南省澄迈县太阳湾项目补充
协议书》。二、海南中集信源投资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17日签订
的《澄迈县太阳湾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三、海南太阳湾投资有限
公司于2010年9月9日签订的《成片开发澄迈县太阳湾项目框架协
议书》。四、海南富世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10日签
订的《富世方花园投资协议书》。

特此告知。
澄迈县人民政府
2022年1月29日

单方解约函

炒作乌克兰局势

德美拿“北溪-2”威胁俄罗斯

新华社华盛顿1月27日电（记
者孙丁）美国总统拜登27日宣布，他
将提名一名非洲裔女性出任联邦最高
法院大法官，接替将退休的自由派大
法官斯蒂芬·布雷耶。

拜登当天在白宫发表讲话说，他
目前还未就人选作出决定，但将在2
月底前宣布人选。这名人选将是首位
被提名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非
洲裔女性。

布雷耶27日致信拜登说，他打算

在联邦最高法院今年夏天休庭期间退
休。布雷耶现年83岁，从1994年开
始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9名大法官，
人选由总统提名，需得到参议院表决确
认，上任后可终身任职。目前，该法院由
6名保守派大法官和3名自由派大法官
组成，布雷耶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拜登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承
诺，如有机会将提名非洲裔女性出任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拜登称将兑现承诺

提名非洲裔女性出任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新华社平壤1月28日电（记者江
亚平）据朝中社28日报道，朝鲜国防科
学院于25日和27日分别进行了远程巡
航导弹试射和地对地战术导弹试射。

报道说，在25日的试射中，两枚
远程巡航导弹沿设定飞行轨道在朝鲜
东部海域飞行了9137秒，精确打击了
1800公里外的目标。在27日的试射

中，两枚战术导弹精确打击目标岛，试
射确认了战术导弹常规战斗部爆炸威
力达到设计要求。

这是今年以来朝鲜进行的第五次
和第六次导弹试射。自本月5日开
始，朝鲜此前先后进行了两次超高音
速导弹、一次铁路机动战术导弹和一
次战术导弹发射。

朝鲜进行远程巡航导弹和地对地战术导弹试射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月27日电
（记者付一鸣）瑞典政府27日批准建
造首座核废料储存库，以解决本国核
废料的长期安全储存问题。

据了解，核废料储存库将使用铜
罐、膨润土和基岩三层屏障，保护人和
环境免受辐射伤害。核废料将封存在
铜罐中，周围再填充膨润土，并放置在
约500米深的基岩中。储存库将能储
存1.2万吨核废料，封存期预计为10
万年。

据介绍，核废料储存库将由瑞典
核燃料和废料管理公司负责建造，地
点位于斯德哥尔摩以北约140公里的
福什马克镇。该公司说，建造核废料
储存库以及配套的封装厂需要大约
190亿瑞典克朗（约合20亿美元）的
投资，耗时约10年。

不过，一些瑞典科学家质疑这一
方案的安全性。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
彼得·绍卡洛什对瑞典电视台表示，铜
罐可能会在腐蚀下开裂。

瑞典批准建造首座核废料储存库

美乌总统通话
讨论乌克兰局势

““北溪北溪--22””项目天然气管道被铺设到位于波罗的海的德国水域海底项目天然气管道被铺设到位于波罗的海的德国水域海底（（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新华社新华社//法新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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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人们在泰国罗勇府的海滩参与原油清理工作。
泰国东部罗勇府海域近日发生原油泄漏事故。 新华社/美联

泰国发生原油泄漏事故

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
隆·马斯克说，特斯拉今年和明年最重
要的产品不是汽车，而是支持自动驾
驶和机器人的软件。

马斯克预测，自动驾驶软件将成
为特斯拉最重要的盈利点。

路透社27日报道，一些特斯拉车
主购买价值1.2万美元的自动驾驶软
件包。6万名特斯拉车主正在测试最
新版本自动驾驶软件。

马斯克说，自动驾驶汽车和人形
机器人，比开发电动皮卡或单价2.5
万美元的电动车更重要。

受电动皮卡推迟至明年推出的消
息影响，特斯拉股价27日下跌10%，至
每股829.1美元，为3个多月来最低。

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自动驾驶
技术使用摄像头和人工智能技术，抛
弃雷达和激光传感器。

路透社认为，即使其自动驾驶技
术成功，特斯拉的完全自动驾驶电动
车自由上路前，仍将面临美国政府严
格监管。发生多起相撞事故后，美国
汽车安全监管机构已经对特斯拉辅助
驾驶系统的安全性展开调查。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马斯克称特斯拉重心转向软件

据新华社努库阿洛法1月28日
电（记者丁增义）经过一万多公里的长
途飞行，由中国空军两架运-20飞机
组成的赴汤加执行运送救灾物资任务
空中运输编队28日抵达汤加首都努
库阿洛法国际机场。

汤加火山喷发造成严重灾害后，

应该国关于火山灾害救援的请求，中
国军队派遣空军运输机等向该国运送
救灾物资。此次空军两架运-20飞机
27日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搭载30
多吨应急和灾后重建物资，包括食品、
饮用水、净水器、帐篷、折叠床、个人防
护设备和无线电通信设备等。

中国空军两架运-20飞机运送救灾物资抵达汤加

美国总统拜登27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
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拜登在通话中向泽连斯
基承诺，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
盟友和伙伴将作出坚决回应。美国支持乌克兰主权
和领土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