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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
行动已经一个月。如今美国不仅没
有采取实际举措推动局势缓和，反而
通过武器援助、制裁等方式不断“煽
风点火”。

分析人士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
约持续东扩是俄乌冲突爆发的根
源。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不惜牺牲
包括欧洲盟友在内的他国利益，这种
做法早已引发各方不满。解决乌克
兰危机，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对话
谈判，长远之道是摒弃冷战思维，真
正构建平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
构，使欧洲免于战火，使其他地区和
国家不被牵连。

霸权思维兴风作浪

“美国和北约对俄方担忧置若罔
顾，它们只关心维持霸权，并不断地
违背冷战结束后所承诺的与俄合作
政策。”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
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日前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道。

苏联解体后，美国以“冷战胜利
者”自居，长期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俄
发展空间。作为冷战产物，北约并没
有跟随冷战一起进入历史，反而在美
国主导下日益变成一个搞阵营对抗
的军事集团。近年来，北约还试图拉
拢乌克兰加入其中，而这触及了俄罗
斯的战略底线。

俄总统普京此前多次表示，北约
持续东扩不可接受，但西方始终未能
有效回应俄罗斯划出的“红线”。去
年12月，俄罗斯就安全保障问题要
求美国和北约做出书面保证，此后俄
围绕安全问题与美国、北约以及欧洲
安全与合作组织展开密集对话，但并
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是乌克兰危
机真正的始作俑者。时至今日，美国
仍试图从这场危机中捞取经济、政治
利益，借危机让本国军工复合体赚得
盆满钵满的同时，不断妖魔化俄罗斯

对欧洲的安全威胁，阻遏欧洲追求战
略自主的步伐，从而巩固美式霸权。

一方面，俄乌冲突让美国军工复
合体大发战争财。近期美国军工企业
股价上涨明显。美国防部前官员富兰
克林·斯平尼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军
工复合体借这次俄乌冲突渲染对俄罗
斯的恐惧，旨在为新一轮军备支出创
造契机，军工复合体将因此从俄乌冲
突及其他地区冲突中长期牟利。

另一方面，美国借乌克兰危机强
化了在安全问题上对欧洲的控制，令
欧洲谋求战略自主之路更加艰难。
法国《回声报》日前刊文说，乌克兰危
机表明，欧洲没有能力独自保卫自
己，仍然需要美国的保护伞。

世界多国深受其害

乌克兰危机发生在欧洲境内，论
及危机的影响，欧洲国家首当其冲。
大量乌克兰人前往其他欧洲国家，如
何妥善处理这些人成为欧洲国家的
棘手难题。乌克兰危机更是对全球
能源和农产品贸易造成严重影响，危
及全球经济复苏。整个国际社会不
得不为这场美国挑起的冲突埋单。

联合国数据显示，自俄乌冲突发

生后，已有220万乌克兰居民背井离
乡，未来这一数字可能超过400万。
这些离开家乡的乌克兰人很多都会
前往临近的欧洲国家。美国《新闻周
刊》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二
战以来欧洲从未见过的，这可能给接
收国造成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例如斯洛伐克已经因大量乌克兰人
涌入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和粮食
危机同样令欧洲头疼。欧盟严重依
赖俄罗斯能源。西方宣布制裁俄罗
斯后，欧盟国家能源价格不断上涨。
乌克兰本身还是“欧洲粮仓”，加之能
源价格上涨的带动效应，欧洲食品价
格近期也持续上涨。

法国经济学家、布鲁塞尔欧洲与
全球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让·皮萨
尼－费里日前撰文测算了俄乌冲突可
能给欧盟造成的经济损失。他指出，
为应对能源、粮食等方面的冲击，欧盟
今年公共支出可能增加1750亿欧元，
预计约占今年欧盟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的1.25%。乌克兰危机将塑造欧洲未
来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策选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对俄罗
斯前所未有的制裁将损害欧洲国家
的经贸合作。同时整个世界都会受

到乌克兰危机和对俄制裁的负面影
响，这些影响将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
和通胀加速。

多国经济专家已经发出警告，乌
克兰危机将使食品和能源等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进而推高通胀。在新冠
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这将给全球
经济复苏带来严峻挑战，尤其是那些
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
中国家，将更加明显地感受到这场危
机带来的外溢效应。

不惧胁迫劝和促谈

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美国基于
根深蒂固的冷战零和思维和集团对
抗思想，在拉拢欧洲接连出台对俄制
裁的同时，四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
其他国家对俄施压。然而，包括中国
在内的多国表示反对单边制裁，支持
俄乌双方保持和谈势头，通过对话谈
判解决争端。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9日
表示，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和平、反对
战争。这不仅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
化传统，也是中方一以贯之的外交政
策。中方将继续根据事情本身的是
非曲直，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独立

自主地做出判断。中方决不接受任
何外来胁迫和压力，也反对任何针对
中国的无端指责和猜忌。

世界上多国均已明确表示，不认
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挑唆蛊惑他国对俄
实施制裁的做法。俄乌冲突爆发后，
美国一直施压印度表明立场，然而印
度并未对俄罗斯进行公开谴责。印度
总理莫迪日前在与普京的通话中呼吁
西方支持对话解决俄乌冲突，印方愿
为缓和俄乌局势提供一切帮助。

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拉拢，巴
基斯坦也表示拒绝。巴总理伊姆兰·
汗日前抨击外国势力试图在俄乌问
题上向巴施压，表示巴方将继续做出
符合国家和人民最大利益的决定。
他说，巴基斯坦将保持中立，并与那
些致力于结束俄乌冲突的国家进行
合作。

在非洲地区，不少国家政要早已
看穿美国胁迫他国的本性，均表明立
场支持对话解决冲突。埃及总统塞
西表示，埃方支持一切解决俄乌冲突
的外交手段，希望双方尽快通过政治
途径解决问题，避免局势进一步恶
化。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俄乌冲
突的根源在于北约多年来的东扩行
为，战争与暴力永远不会真正解决任
何问题，南非坚持应进行调解、对话
与谈判。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表示，
俄乌问题暴露出西方的双标。津巴
布韦外交与国际贸易部发表声明指
出，津巴布韦不支持就乌克兰危机对
任何一个国家实施任何形式的单边
制裁，这违反联合国宪章，单边制裁
从来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网站刊文说，
并非全世界都在与俄罗斯为敌。事实
上，亚洲、非洲和南美这三个大洲的大
部分国家要么仍在与俄罗斯合作，要么
试图向外界展现中立的形象。美国《华
尔街日报》网站的文章认为，许多非西
方国家不相信西方愿意且有能力以维
护非西方国家利益的方式来管控俄乌
冲突所产生的经济影响。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记者
黄河 邓仙来 李骥志）

美国兴风作浪 世界深受其害

3月23日，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居民在当地排队领取人道主义物资。 新华社发

广告·热线：66810888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2年3月30日10：00在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
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南生茂高技术发展公司等12户债权资产
包（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本金合计为7829.45万元，
利息合计为20,146.74万元，本息合计27,976.19万元）。参考价：人
民币3,400.00万元整，竞买保证金：人民币680.00万元整。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
涉及的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
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
人；本次拍卖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
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3月29日止。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2022年3月29日16:30前（以竞买保证

金到账为准）。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2年3月29日17:00
主拍单位：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层
联系人：欧阳先生 13976111340
联拍单位：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12-1号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座

802室
联系人：胡经理 13337624167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 68521765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联合拍卖公告
2022年3月1日，我局以《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公告》（三自然资告字〔2022〕1号）在《海南日报》
《三亚日报》、中国土地市场网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网站上发布了凤凰机场北侧FH-02地块35442.23平方
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该宗地原定于2022
年4月2日9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举办挂牌出让活动。

2022年3月1日，我局以《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公告》（三自然资告字〔2022〕2号）在《海南日报》
《三亚日报》、中国土地市场网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网站上发布了凤凰机场北侧FH-03地块38207.52平方
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该宗地原定于2022
年4月2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举办挂牌出让活动。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
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精神，因上述
两宗地涉及规划调整，经报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现终
止上述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出让时间另
行安排。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88364406、65303602
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

7005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3月24日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终止公告

本院根据申请人海口琼铁建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
12月2日裁定受理海口琼铁建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1年12月22日指定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为海口琼铁
建材公司管理人。海口琼铁建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
年4月5日前，向海口琼铁建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18楼；联系
人：李星；联系电话：13637540144，传真：0898- 66556888）。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口琼铁建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口琼铁建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4月20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一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2〕琼01破3号

受委托，定于 2022 年 4月 9日 10:00 至 2022 年 4月 10日
10: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
公开拍卖标的：1.旧机动车10辆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0325期）

2.三星、华为、红米等品牌二手手机7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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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样：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
4月8日17:00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2）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
价拍卖，车辆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
担。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通道二：13876364266；
通道三：151208806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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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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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W6452B
(CR-V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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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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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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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拍价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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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9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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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30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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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0

3700

8600

73000

17000

11000

15000

俄乌
冲突

美国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
俄军称已完全控制伊久姆市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美国白宫24日宣布新一轮对俄制
裁，对象包括逾400个俄个人和实体。俄罗斯
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当天表示，俄军已完
全控制哈尔科夫州的伊久姆市。

——根据白宫当天针对制裁措施发布的
说明，受制裁的个人包括328名俄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议员和19名俄商界精英；受制裁
的机构包括国家杜马和48家俄国防领域大型
国有企业。此外，七国集团和欧盟还宣布建立
一项旨在打击规避制裁行为的动议。七国集
团及欧盟成员将分享信息并协调应对措施，以
防对俄制裁效果和影响被削弱。同时，七国集
团和欧盟将继续限制俄央行配置国际储备的
能力，把与俄央行相关的黄金交易纳入现行制
裁范围。

——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4日在社
交媒体发布战报说，过去一个月，俄罗斯军队
共损失坦克530辆、装甲车1597辆、火炮系统
280套、多管火箭炮82套、防空系统47套、固
定翼飞机108架、直升机124架、舰船4艘、汽
车1033辆、战术无人机50架。此外，俄军死
亡人数为15800人。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4日援引乌海军
的声明报道说，俄军“奥尔斯克”号大型登陆舰
在别尔江斯克港附近被乌军击毁，猛烈的爆炸
声在整个别尔江斯克都能听到。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4
日说，23日夜间和24日凌晨，俄军使用远程海
基和空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军事设施进行了
打击，并在24日清晨完全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
伊久姆市。科纳申科夫说，自俄方开展特别军
事行动以来，已摧毁乌方257架无人机、202套
防空导弹系统、1572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
160台多管火箭炮、633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
1379辆特种军用车辆。

——北约首脑 2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
议，并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北约将在保加
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增加部署
4支作战部队。至此，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
的北约东翼地带，将总共有8支北约作战部
队。声明说，将360度确保盟国所有领域的
安全和防御，同时强调这些新增措施仍然是
预防性的，而非升级性的。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4日报道说，根
据乌克兰社会调查机构“评级”近日公布的
调查结果，俄乌冲突前拥有工作的乌克兰人
中有53%的人现在处于失业状态，22%的人
仍然拥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