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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乌克兰局势

据新华社纽约3月20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土耳其外长
恰武什奥卢20日说，俄罗斯和乌克
兰在停火谈判的“关键”条款上取得
进展，但仍有些问题需要在两国领导
层面做出决定。俄方20日表示将开
通马里乌波尔的人道主义通道，以有
序撤离平民和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土耳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自由报》20日援引恰武什奥卢的话
报道，俄乌双方在一些重要和关键问
题上的立场趋同，但有些问题需要在
领导层面做出决定。如果双方不从
其目前立场后退，“我们对（俄乌）停
火抱有希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
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
表示，他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
谈判，应该利用一切模式和机会与普
京谈判。他同时强调，在领土完整和
主权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官网发
布的通报，俄国家防御指挥中心负责
人米津采夫20日晚在吹风会上表示，
俄方将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于莫斯科
时间21日10时（北京时间15时）开
通马里乌波尔的人道主义通道。他表

示，俄方20日继续开放基辅、切尔尼
戈夫、苏梅和哈尔科夫等地的人道主
义通道，并确保路线安全。乌克兰方
面也在基辅、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等
地开通多条人道主义通道。

——乌克兰副总理伊琳娜·韦列
修克20日表示，当天计划开通的7条

人道主义通道，最终成功开通4条，当
天乌方共疏散7295名居民。乌方计
划21日从扎波罗热派遣50辆大巴前
往马里乌波尔继续疏散当地居民。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20日
发表声明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
人员进行了部分轮换和疏散，包括

50名核电站值班人员、9名乌克兰国
民卫队士兵在内的64人进行了轮
换。2月24日，俄罗斯军队控制了切
尔诺贝利核电站并与乌方核电站保
护军人就共同保障核电站设施达成
协议。截至3月20日，这批被轮换的
乌方工作人员已在切尔诺贝利核电

站工作了近600个小时。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

申科夫20日晚间通报说，自开展特别
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共摧毁乌方214
架无人机、1483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
辆、150台多管火箭炮、584门野战火
炮和迫击炮、1279辆军用特种车辆。

土耳其外长称

俄乌停火谈判“关键”条款取得进展
俄方表示将开通马里乌波尔人道主义通道

美国白宫：

拜登欧洲之行
不去乌克兰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
20日否认舆论猜测，表示总统约瑟
夫·拜登本周出访欧洲时不会访问
乌克兰。

拜登定于23日启程，将在比利
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领导人会议以及欧洲理事会和
七国集团峰会。普萨基20日宣布，
拜登欧洲之行“加了一站”，将在布
鲁塞尔一系列会议结束后前往乌克
兰邻国波兰，26日与波兰总统安杰
伊·杜达会晤，但“没有（拜登）入境
乌克兰的计划”。

陈立希（新华社微特稿）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即议会上院
一名议员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20
日说，俄黑海舰队副司令安德烈·尼
古拉耶维奇·帕利在马里乌波尔的作
战中阵亡。

马里乌波尔是乌克兰东南部战略
重镇，是俄军进攻主要目标之一。俄
方宣布拟于21日在马里乌波尔开辟
人道主义通道，同时呼吁乌军放下武
器。乌副总理伊琳娜·韦列修克表示，
不接受“最后通牒”，乌方不会投降。

副司令阵亡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今日俄罗
斯通讯社报道，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
俄联邦委员会议员叶卡捷琳娜·阿尔
塔巴耶娃20日在社交媒体“电报”写
道，黑海舰队副司令、一级舰长帕利上
校在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中阵亡，“塞瓦

斯托波尔遭受不可弥补的沉重损失”。
塞瓦斯托波尔市长米哈伊尔·拉

兹沃扎耶夫稍后同样发布帕利死讯，
说后者“在舰队中享有很高权威”。

乌克兰方面也宣布帕利死亡。
俄罗斯国防部暂未证实这一消息。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帕利1971
年出生于基辅，1992年毕业于基辅
海军政治学院。他1993年拒绝为乌
克兰服役，加入俄海军北方舰队。帕
利负责俄军在马里乌波尔建立人道
主义通道事务。

黑海舰队是俄海军四大舰队之
一，主要活动范围在黑海和地中海，

司令部设在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
斯托波尔。

为难民开通道

俄国防部国防指挥中心主管米
哈伊尔·米津采夫20日晚说，俄方将
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于莫斯科时间
21日10时（北京时间15时）开通马
里乌波尔的两条人道主义通道，一条
向东通向俄罗斯，一条向西通向乌方
控制区，以“拯救马里乌波尔居民和
城市基础设施”。

米津采夫说，俄方希望在莫斯科

时间21日凌晨5时前得到乌方有关
撤离平民提议的书面回应。他同时
敦促乌克兰政府军、国民警卫队及外
籍雇佣兵停止敌对行为，放下武器，
沿人道主义通道离开马里乌波尔，撤
退到乌政府控制区。

米津采夫表示，俄军在马里乌波
尔作战中没有使用重武器，59304名
居民已经从当地撤离，但市内仍有大
约13万居民。

他呼吁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派代
表，帮助马里乌波尔的平民撤离行动。

乌克兰副总理韦列修克21日早
些时候告诉《乌克兰真理报》，乌方拒
绝“最后通牒”，“不会讨论投降或放
下武器。我们已经告知俄方”。马里
乌波尔市长皮托尔·安德里尤什琴科
在社交媒体上同样拒绝俄方提议。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俄议员说

黑海舰队副司令阵亡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
马卓言 温馨）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1日说，中国政府决定再向乌克兰
提供一批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人
道主义物资援助。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
问：中国红十字会此前宣布向乌克兰
提供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
义物资援助。请问中方是否有计划
提供更多援助？

汪文斌说，中方对在俄乌冲突中
平民受到伤害极为关注。应对可能
出现的大规模人道危机是目前国际
社会的当务之急。中方已就缓解乌
克兰人道主义局势提出了六点倡议，

并采取了实际行动，已向乌方提供了
一批紧急人道援助。

“中国政府决定，再向乌克兰提
供一批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
主义物资援助。这是中方根据形势

发展和实际需要新增的对乌人道主
义援助。”汪文斌说，中方将继续为推
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
并愿为克服人道主义危机作出自己
的努力。

中国政府决定再向乌提供一批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乌总统泽连斯基20日签署了延长国家战时状态的法令。图为人们在乌克兰基辅领取用来遮挡窗户的塑料布。 新华社发

多重因素致中东粮食涨价

主要进口国布局粮食安全
近来，多重因素导致中东多个粮食进口国食

品价格涨幅明显，多国政府出台增加食品补贴、降
低食品附加税等一揽子措施，并通过进口来源多
样化、增加粮食种植和发展现代技术等举措，加快
布局粮食安全。

多重因素导致食品价格飙升
在多个中东国家，受俄乌冲突、高通货膨胀

率、新冠疫情等因素综合影响，小麦、玉米、谷物和
肉类价格近期涨幅明显。

俄罗斯是全球主要小麦生产国和出口国。美
国农业部数据显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合计占全球
小麦出口的近30%，是全球重要“粮仓”。俄乌冲
突导致的供应链中断致使市场供应趋紧，引发全
球粮食价格大幅波动。

埃及 80%的进口粮食来自俄罗斯和乌克
兰。开罗商会烘焙部负责人阿蒂亚·哈马德告诉
新华社记者，该国面粉价格从2月的平均每吨
9000埃镑（1埃镑约合0.06美元），飙升至3月的
1.1万埃镑。

土耳其葵花籽油有近四成依赖进口，主要进
口来源国为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该国葵花籽
油价格涨幅超三成。

与此同时，近两年来土耳其的小麦进口成本
也持续增加。土耳其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进口
一吨小麦平均价格约230美元；2021年，受疫情
影响，进口价格上涨至297美元；今年以来，受该
国高通胀率和俄乌冲突影响，这一价格已飙升至
346美元。

粮食安全问题凸显
持续走高的粮食价格，对部分中东国家粮食

安全的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尤其是经济已陷入困
境的黎巴嫩和也门。

黎巴嫩小麦进口商艾哈迈德·胡泰特告诉新
华社记者，黎巴嫩近年来一直深陷金融危机和严
重的外汇短缺，俄乌冲突进一步推高该国进口食
品价格。由于全国小麦主要从乌克兰进口，黎巴
嫩可能面临小麦短缺。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3月发布的数据显
示，也门有多达3.1万人正在面临饥荒。过去的
三个月中，从乌克兰进口的小麦占也门进口小麦
份额的31%，但进口价格比2015年高出7倍。

标本兼治保障粮食安全
目前，埃及、土耳其等国已出台一揽子措施，

旨在帮助民众应对快速上涨的食品价格；同时，多
国政府也在积极布局，从根本上加强本国粮食安
全保障。

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近期宣布，政府将增加出
售带有国家补贴性质食品摊位的数量，同时加强
市场价格监管。埃及贸易与工业部宣布，自3月
11日起禁止小麦、蚕豆、小扁豆、意大利面和各种
面粉出口三个月。

土耳其政府也已宣布降低基本食品增值税，
同时大幅提高每月最低工资和退休人员养老金。

从长远来看，部分中东粮食进口国正寻求以
多重措施加强粮食安全。马德布利表示，埃及正
在拓展包括美国、阿根廷、加拿大、巴拉圭在内的
更多小麦进口国。

近年来，埃及政府通过提供种子化肥、教授
种植技术、保证政府收购价等措施，持续鼓励农
民增加粮食耕种面积和产量，效果明显。埃及农
业部长古赛尔日前表示，埃及小麦进口量已经从
前几年的1200万吨，大幅下降到2021年的约
550万吨。

（据新华社开罗3月20日电 记者李芮）

广告·热线：66810888

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已对全省5G NR网元

5QI参数修改权值操作，割接地区的5G手机通信业务使用无

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2022年3月22日凌晨0:00～6:00对全省5G NR网

元进行5QI参数修改权值操作，改造站点不会引起业务中断。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3月22日

公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3月25日

凌晨00:00～06:00对中兴 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化。

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3月22日

一、规划概况：规划金牌港西起博厚镇邦乐村，东至博厚镇文东
村，总长约22km的自然岸线对应的水陆域范围由东、西两作业区构
成。金牌港东作业区是核心作业区，以货运功能为主，重点发展件
杂、散杂货运输，并预留海工装备、船舶维保和国防战备功能；西作
业区以中级泊位为主，视临港产业和腹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逐步
开发配套码头并布局滚装运输功能。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公众范围和主要事项：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规划及附近可能受影响区域内的居民、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等。
主要事项：规划的实施对区域环境、居民生活的影响；是否同意规划
内容；对规划建设环保方面的其他意见及建议等。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一）规划环评征求意见稿和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 http://lingao.hainan.gov.cn/xxgkzl/
jtysj/xxgkml/202203/t20220317_3156564.html，纸版征求意见
稿可在临高县临城镇跃进路150号临高县交通运输局查阅。在工
作日通过电话向规划组织单位临高县交通运输局或评价单位中交
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提出意见和建议。（二）填写规划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通过电子邮件向规划单位或评价单
位提出意见，规划单位和评价单位联系方式见网页。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2022年3月22日

《金牌港总体规划（2020-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4月1日10时在海口市海南迎

宾馆二号楼一层国宾五厅会议室公开按现状净价拍卖：三亚凤
凰岛二期项目拆除工程拆除剥离钢筋一批(约5000吨)。参考
价：2284元/吨，竞买保证金：600万元。履约保证金200万元。

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的钢筋数量以拍卖成交后过磅的实
际数量为准，成交价款多退少补。2.本次拍卖的钢筋不是净钢
筋，部分带砼。竞买人在拍卖前应充分了解标的情况并踏勘现
场，成交后不得以不了解标的现状为由，提出任何异议。3.拍卖
成交后，买受人应遵守《竞买须知》中的要求完成钢筋的运输并
承担过磅、运输等费用,如未按要求完成，履约保证金不予返
还。4.剥离钢筋在拍卖成交后20日内完成运输清场。5.买受人
不得将本次剥离钢筋流入房建市政工程建筑工地。6.失信被执
行人不得参加本次拍卖活动。7.其他注意事项详见《竞买须
知》。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3月31日13时前
标的展示地址：三亚市天涯区红塘村委会莲花岛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3月31日15时（以竞买保证金到

账为准）之前来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898-68551218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Ｂ802室

受委托，将于2022年4月22日10:00至2022年4月23日10:00（延时除外）在京
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二拍）：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
认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
知》后报名参与。竞买人的身份应符合海南省房屋
限购政策的要求，并在参拍前登录海南省住建厅网
站获取购房码；竞买人不符合海南房产限购政策而
报名参与竞买，导致不能过户给相关工作造成损失
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二、展示时间、地点、要求：
2022年4月21日17:00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
（节假日除外）。三、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过
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物业费水电费等均由买受
人承担; 具体标的物信息（含瑕疵告知），在电子竞价
网页查看；网页版公告及须知、说明是本公告的组成
部分。四、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5
个工作日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批准
后才能获得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 13807593991；
咨询报名通道二：13876364266；咨询报名通道三：
15120880606。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
亚大厦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
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下方“罚没黑财”→点击可
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
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进入京东首
页搜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查看。

（20220322期）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标的名称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东门街4号琼山食品公司
D栋102房及对应土地

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南侧附号400碧桂园剑
桥郡C-02地块十号楼A区栋1单元5层502室

海口市府城镇东门街4号海口琼山食品公司住
宅楼503房

海口市滨江西路南侧滨江世纪佳城（北区）一期
10#楼B单元603房及对应土地

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清平乐二期8号楼1单元
502房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7号英豪商住楼B602房

海口市府城镇凤翔路北侧水利局宿舍A栋603
房及对应土地

海口市府城镇建国路7号省印刷宿舍A栋802
房及对应土地

面积
（m2）

108.77m2

102.61m2

176.52m2

119.74m2

88.61m2

113.5m2

101.54m2

94.35m2

评估价格
（元）

1143736

1901396

1824255

2315752

2454876

1702500

1478064

1138193

第二次拍卖
起拍价（元）

731991.04

1216893.44

1167523.20

1482081.28

1571120.64

1089600.00

945960.96

728443.52

保证金
（元）

150000

250000

240000

300000

320000

220000

190000

150000

海南省徽文化研究会、海南省安徽商会换届公告
各位会员、各位乡友、各位皖籍企业家：

在“乡情有根皖人爱故土、文化无界琼州建家园”的旗帜下，

海南省徽文化研究会、海南省安徽商会（以下简称海南省“安徽

两会”）走过了近二十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先后荣获海南省民

政厅和全国工商联授予的“5A”“四好”和“全国党建示范点”等

殊荣。3月4日，经海南省非公经济组织综合党委批准，海南省

安徽商会联合党总支部正式升格为海南省安徽商会联合党委，

标志着海南省安徽商会发展又步入一个新阶段。以上这些荣

誉，都是在您的鼎力支持、倾情付出和直接参与下获得的，为此，

特向您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敬意！

我们真诚期盼新老会员继续支持海南省“安徽两会”工作，

充分发挥其凝聚乡情、融合文化、拓展自我、促进合作的社团品

牌功能，共建在琼皖人的新家园！

海南省“安徽两会”拟于2022年5月上旬择吉日举行换届大

会，敬请新老会员于公告之日起至4月15日之前，到海南省“安

徽两会”换届筹委会秘书处办理会员登记、缴费手续，以取得参

会和参选资格。请互相知会，以免错过换届时间。同时，提醒

您报备以下资料，以便印制通讯录和宣传画册：1.个人基本情

况及近照；2.企业名称、公司简介、人员规模、纳税情况及党员

人数；3.企业LOGO；4.您对海南省“安徽两会”寄语等。

诚邀在琼皖籍企业家、文化人士、各界乡友踊跃加入自己

的组织，为建设海南自贸港、共同创造新辉煌，做出在琼皖人应

有的贡献！

注：海南省“安徽两会”秘书处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三

横路21号南洋国际1412室；联系电话：0898-68526870，联系

方式：胡素华18689633233、潘倩影18689898800。敬请登录

海南省“安徽两会”网站www.hnahlh.com和公众号hnhs888，

查询换届相关信息。

海南省“安徽两会”换届筹委会秘书处

2022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