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问答

上述事例中，设立禁飞区的
国家或军事集团支持国内冲突弱
势一方，对空中打击对象占据军
事上的绝对优势。然而，乌克兰
冲突情况不同。俄罗斯拥有世界
第二大空军力量，仅次于美国。

美国国防部明确表示，根本不会
讨论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这一选
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日接受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时说，
总统拜登已经表明美军不会在乌克
兰与俄罗斯作战。建立禁飞区势必
会导致与俄罗斯战机的冲突，“那将
使我们面临与俄罗斯开战的局面”。

英国首相约翰逊 1日说，“我
们不会与俄罗斯在乌克兰开战”，
北约增援部队将驻扎在北约成员
国境内。有关在乌克兰设立禁飞

区的想法目前不现实，也不在北
约考虑范围之内。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重申，
北约不会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按照
他的说法，北约有责任把乌克兰局势
保持在可控范围内，“避免升级为北
约盟友参与的整个欧洲的战争”。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记者
胡若愚）

北约为何拒绝

北约为何不愿在乌克兰设禁飞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日再度呼吁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只是，连日来，无论誓言大力支持乌克兰

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层，还是对俄罗斯放出狠话的美国、英国领导人，都异口同声地拒绝这一提议。

禁飞区又称禁航区，指禁止任何
未经特别申请许可的飞行器飞入或
飞越的空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
是主权国家在特殊情况下、在特殊时
段对其领空范围内特定空域采取的
限制飞行的管制措施，这种禁飞区的
建立是国家主权所赋予的权力；另一
种是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某个或某

些国家或组织在冲突地域划定的特
殊限制空域，限制冲突相关方的飞行
器在管制空域内的飞行活动，只有在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授权的前提下，建
立这种禁飞区才具有合法性。

2011年3月，利比亚内战期间，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
亚设立禁飞区。1993年3月，波黑战

争期间，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会员
国或地区组织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
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强制执行安理会
此前通过的波黑禁飞区决议。此外，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美、英等国
为维护其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曾先后
在伊拉克划设南北两个禁飞区，但没
有得到联合国直接授权。

何为禁飞区

分析指出，在某些情况下，禁飞
区在具体实践中变异为国际干涉的
一种新形式，便于某些国家或军事
集团以有限的军事打击实现干涉目
标，甚至促成政权更迭。

以利比亚禁飞区为例，法、英、美
等国一面对利比亚政府军实施空中打
击，一面扶植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北

约随后接管对利军事行动指挥权。原
本形势岌岌可危的利反对派武装得以
扭转战局，最终推翻卡扎菲政权。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曾指
出，在落实安理会利比亚相关决议
过程中，禁飞区概念遭北约国家完
全歪曲，事实上成为协助利比亚国
内冲突一方的军事行动。

波黑禁飞区设立后，北约空袭
波黑塞族武装地面部队，击落塞族
武装战机，迫使塞族接受美国提出
的苛刻停火方案。美、英在伊拉克
设立禁飞区后，与萨达姆政权在禁
飞区内冲突不断。美、英常以各种
借口轰炸禁飞区内的军事和民用目
标，造成大量伊拉克平民伤亡。

禁飞区起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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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海 鸣（ 身 份 证 号 码 ：

130283198406142939）遗失户口

准予迁入证明，证号：琼准字

01311031号；户口迁移证，证号：

冀迁字第11854534号，特此声明。

●海南煌越医疗美容有限公司海

口龙华医疗美容门诊部遗失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登记号：

PDY704332，声明作废。

● 洪 宗 文（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7196805280015）遗失新闻

记 者 证 ， 证 号 ：

G46001266000003，特此声明。

●樊玉凤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E 区二组团 8#

106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2056749，金额：184861 元，声明

作废。

●孙汉文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A4栋120号房的1张交房收款流

程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NO：

0010274，金额：4411元），现声明

作废。

●海南顺成美佳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A97TWA6J）遗失

公章，现声明作废。

●沈亚兰不慎遗失儋州西联投资

有限公司购房（西联豪廷花园房

号：1-1-7F）合同书一份，合同编

号：DXL000122，特此声明作废。

●澄迈捷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097681390P）遗 失 公

章，现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城中心小学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34690050028180，声明作

废。

●海口市琼山第六小学公章一枚

破损，现声明作废。

●赵建芝不慎遗失建筑施工特种

作 业 操 作 资 格 证 ，证 号 ：琼

A042020001034，现声明作废。

●儋州兰洋王升宾货运部不慎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证 号 ：

92460000MA5T9XW80P，现 声

明作废。

●王腾锋遗失警官证，证号：

015235，特此声明。

●陈玉轩遗失琼琼海渔03086国

内海洋渔船安全证书，证书编号：

4690020210072，特此声明作废。

●琼海湛海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屯昌县屯城镇岳寨村委会六组

村 民 谢 乙 鸿（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6198610100312）遗失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

编码：469022100202060030J，现

声明作废。

●海南省天然植物精油协会遗失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证

号：琼社证字第2015106号，代码：

34816689-6，声明作废。

●东方琼西医院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登记

号：PDY93380-546900717A1002，

声明作废。

●临高县波莲柳盛农村服务社商行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9028MA5RE1K07X，

声明作废。

●洋浦秀香蔬菜摊遗失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野萌烘焙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1953537，声明作废。

●琼中营根纯香烧腊小吃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一本，许可

证编号：JY24690300008670（1-

1），声明作废。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20304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3月21日上午

10时至2022年3月22日上午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

（https://auction.jd.com/haigua

n.html）按现状公开拍卖：罚没的

卢五雄涉恶犯罪团伙涉案财产位于

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59-1号

伟业·椰海尚城6号楼401房（建筑

面积137.91m2）。说明：上述标的

物采取无底价拍卖。展示时间：3

月17日~18日。竞买人须登记注

册京东账号并实名认证，详见网络

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电话：18689568397；地址：海口市

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昭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缑艺琳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22#

304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1525791，金额：58891元，声明作

废。

●海南旺旺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航货运有限公司的公章、财务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各一枚，因日久变形，声明作废。

●邢国华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8栋603号房的五张收款证明收

据原件，编号：0001697，金额：

5000 元；编号：0001698，金额：

5000 元；编号：0009320，金额：

5000 元；编号 DZ：0000007，金

额 ：200000 元 ；编 号 DZ：

0000436，金额：18215元，现声明

作废。

典 当 遗 失

拍卖公告

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检察院委托，
我司现将公开第二次拍卖：涉案
罚没物品一批（拍卖物品清单备
索），竞买保证金2000元。1.拍卖
时间：2022 年 3 月 11 日 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海秀东路33
号瑞宏大厦A1座1302室。3.展
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
起至2022年3月10日16:00止，
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拍卖
机 构 电 话 ：0898- 66785809、
1897621191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写字楼直租

海口市滨海大道鸿联商务广场（原
文华酒店正对面）3层433m2写字
楼招租，业主电话：18976594072。

招 租

关注乌克兰局势

新华社维也纳3月3日电 国际
原子能机构3日继续就乌克兰核设
施安全问题召开特别理事会会议，
会议就加拿大和波兰两国提交的

“乌克兰局势的核安全、核安保和核

保障影响”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
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率团
出席，对决议投反对票，并在投票后
作解释性发言阐明中方立场。

王群说，决议明显超出国际原子

能机构授权，并引入不少政治因素，
损害机构作为专业性国际组织的独
立性。有关国家不顾各方建设性修
改建议，强行推动决议付诸表决的
做法不可接受。鉴此，中方投了反

对票。
王群强调，中方关切乌境内核设

施核安全、核安保以及核保障问题，
支持机构严格按照授权积极履行核
安全、核安保及保障监督职责，同时

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造
成人为核安全、核安保事故。

王群重申，中方一直支持和鼓励
一切有利于缓和乌克兰局势的外交
努力，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代表：

乌克兰核设施安全问题决议有损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独立性

乌危机推动
欧洲多国防务政策调整

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欧洲多国防务政策近
来出现重大调整：德国自两德统一后首次大幅追加国
防预算；瑞典、芬兰、瑞士、奥地利等长期在地缘政治关
系中保持中立的国家，防务立场也出现明显转变。

德国总理朔尔茨2月底宣布大
幅增加国防开支，包括批准1000亿
欧元专项资金，并将今后每年德国
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
以上。

自两德统一后，德国外部安全威
胁消弭，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占据主
导。德国联邦国防军从1990年的
约50万人缩减至眼下的18万左右，
2011年更是取消了义务兵役制。

德国1990年国防预算占GDP
的 2.52%；2016年，这一数字缩减
至1.15%。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

期间，多次指责德国国防预算未达
到北约防务支出标准。迫于压力，
德国此后逐步增加国防预算，其占
比才在2021年提升至1.53%。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原因，
对于德国政界人士而言，加强军力历
来属于极度敏感话题，主张增加国防
预算甚至会招致复苏军国主义的批
评。因此朔尔茨政府此次的举措被
认为是打破了德国国内各界原先在
防务问题上的不少共识和原则，一些
专家甚至称之为德国安全政策的一
场“革命”。

增加军费

德国还改变禁止向冲突地区出
口武器的长期政策，承诺向乌克兰
提供1000件反坦克武器和500枚

“毒刺”式防空导弹。德方宣布，计
划投入1.37万人加入北约快速反应
部队，同时将在罗马尼亚部署战机，
在立陶宛部署装甲车。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瑞典和
芬兰的立场发生明显变化。1月27
日，瑞典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5000
件反坦克武器。芬兰则于1月28日
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2500件突击
步枪和15万发子弹等装备。

从历史来看，这是瑞典自苏芬战
争后首次向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提
供武器。苏联解体后，北约多次拉拢

瑞典和芬兰加入未果。不过，近期民
意调查显示，已有超过半数的芬兰人
支持加入北约；瑞典支持和反对加入
北约的比率大致相当。

此外，向来被认为是永久中立
国的奥地利和瑞士也有一些不同寻
常的举动。奥地利近期宣布向乌克
兰提供防护装备，对俄关闭领空。
瑞士也决定参与欧盟对俄罗斯的制
裁计划。

分析人士指出，中立国转变立
场、德国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欧洲多
国在防务上的新动向，将对欧洲地
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记
者张远 丁宜 韩梁）

转变立场

这是3月2日拍摄的美联储大楼。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临时主席鲍威尔2日表

示，美联储在3月份货币政策会议上提高联邦基
金利率目标区间将是“合适的”，他倾向于提议并
支持加息25个基点。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鲍威尔表示倾向于支持
美联储3月份加息25个基点

图为在罗马尼亚钦库射击场拍摄的一架雅
尔-330“美洲狮”直升机。

罗马尼亚3月2日晚发生两架军机先后坠毁
事故。罗国防部证实，其中一架直升机上7人全部
遇难。据罗国防部2日发布的新闻公报，罗空军一
架米格-21“枪骑兵”战斗机当天与地面失去联
系。罗空军随即派出一架雅尔-330“美洲狮”直升
机前往搜寻，但直升机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7人
全部遇难。失联的米格-21战斗机残骸已找到，飞
行员情况不明，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新华社发

罗马尼亚两架军机坠毁
至少7人死亡

3月2日，在韩国首尔，国务总理金富谦在中
央防疫对策本部应对新冠病毒会议上讲话。

据韩国国务总理秘书室3日消息，国务总理金
富谦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自当天起至
9日，他将在总理公馆接受居家治疗。 新华社发

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
新冠检测呈阳性

3月2日，联邦调查局人员在美国新墨西哥
州圣菲搜寻绑架犯。

据美联社报道，新墨西哥州执法人员在圣菲
的一处公路上追捕一名绑架犯时发生连环车祸，
造成一名警察及一名与案件无关的摩托车手身
亡。一名人质在车祸中受伤，已被送往附近医
院。目前嫌犯仍未归案。 新华社/美联

美国新墨西哥州一警察
在追捕绑架犯过程中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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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据今日俄罗斯通讯
社3日援引白俄罗斯外交部消息报道，
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天在白俄罗斯开始
第二轮谈判。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
天表示，俄方无意进行核战争。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日
援引白俄罗斯外交部消息报道，俄罗
斯与乌克兰的第二轮谈判在白俄罗
斯境内的别洛韦日森林开始。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3日对媒体表示，有关核战争的想法

只存在于西方政客脑中，俄方无意进
行核战争。他说，俄方计划将针对乌
克兰的“去军事化”任务进行到底，消
除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设施。俄方
愿与乌方谈判，与此同时会继续推进
相关行动。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
申科夫3日表示，自俄开展特别军事
行动以来，俄军已摧毁乌克兰1612
处军事基础设施。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俄罗

斯军队夜间继续进攻乌首都基辅等
多个城市，部分城市遭到导弹攻击。
乌通社当天援引乌空军发布的消息
说，2日有30多架俄军战斗机进入乌
领空。乌防空部队击落了俄军3架
固定翼飞机和2架直升机。

——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州长
拉胡塔3日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说，
俄罗斯军队已控制赫尔松州政府大
楼，乌方人员正等待人道主义援助。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3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表

示，欧盟已启动审议乌克兰入盟申请
的程序。她在与罗总统约翰尼斯会
晤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将密切与乌克兰的外交和经济
关系”，正在努力使乌克兰的能源网
与欧盟的能源网相连接。

——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
负责人米津采夫2日表示，俄方愿意
同各方一道帮助平民撤离乌克兰。
俄方已安排俄国内机场，为各国飞机
接回从乌克兰撤到俄罗斯的侨民提
供便利。米津采夫同时向国际组织

和乌方发出呼吁，希望尽快在乌克兰
建立人道主义通道，让愿意撤离的人
尽快离开。

——德国总理朔尔茨2日在耶
路撒冷表示，应该通过谈判化解俄乌
冲突。朔尔茨当天在与以总理贝内
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俄乌冲突
持续将导致更多基础设施受损，更多
平民和军人付出生命代价，应该通过
谈判化解冲突。他还表示，德国不会
军事介入俄乌冲突。贝内特也呼吁
俄乌双方通过谈判结束冲突。

俄乌在白俄罗斯开始第二轮谈判
俄外长说俄方无意进行核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