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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时光里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坡博坡巷片区C-7-1地块，项
目于2020年9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停车位、绿化
布局、局部场地标高、垃圾房面积、物业管理用房布局及面积；机械
车位调整为普通车位；E栋南侧增加局部车行道路；住宅楼B、D户
型平面内部布局、屋顶机房层楼梯间轮廓、塔冠等微调；商业S1#局
部增加开口，增加空调机位，电井位置微调；各建筑外立面材质、色
彩等优化调整；地下室取消部分夹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4月20日至5月5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 ，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4月2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时光里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公告
尊敬的中国电信客户：

博巷路建设是今年市政重点项目，为配合好道路设施建设，按照

市政管理通知要求将在南沙路口与博巷路之间新建博巷路。开挖的

路段将损毁我方通信管线，原南沙路口（23#～24#）管道中13条光缆

（6芯1条，12芯1条，48芯6条，144芯3条、288芯2条）将割接迁移

至新建管道中去。为确保通信线路畅通及安全。配合好该项目顺利

进行，按照4月割接计划要求，我公司将于2022年4月25日、26日，

凌晨00:00～07:00在西沙路口进行光缆割接迁移。届时，广信金

鹿数据、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国人民解放军61980部队、国家

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海南分中心、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分公司、海口市公安局、海南省通信管理局、中国电信集团有

限公司、南沙路等地区的用户会受到影响。如割接完成后您的电话

和宽带业务仍不能正常使用，请直接与以下人员联系，我们将第一时

间为您修复，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施工队长：张新朝 13807669472

项目责任人：林猛 1890755416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2022年4月20日

海南省儿童福利中心
关于解除与许栋松之间人事关系的函
许栋松：

你从2017年10月至今，无正当理由一直不上班。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或者一年内累计旷工超

过30个工作日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经研究，决定解除你与海南省儿童福利中心的人事关系，

自2022年4月7日起生效。特此告知。

海南省儿童福利中心
202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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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乌克兰局势

新华社基辅4月18日电（记者
李东旭 李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8日说，俄罗斯军队开始向顿巴斯
发起进攻。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泽连
斯基当晚在视频讲话中说，俄军对顿
巴斯之战准备已久，俄军投入了相当
数量的兵力用于发动此次进攻。他
表示，无论俄军在顿巴斯有多少兵
力，乌克兰都将应战，不会放弃属于
乌克兰的任何东西。

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
丹尼洛夫18日在电视直播节目中表
示，俄军当天试图在沿顿涅茨克、卢
甘斯克和哈尔科夫一线突破乌军防
线。位于卢甘斯克地区西北部的城
市克列缅纳亚和一个小镇已被俄军
突破，但战斗仍在继续。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早些
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有迹
象表明俄军将在乌东部地区发起进
攻。俄军继续在罗斯托夫州和克里
米亚组建新部队，计划将其作为支援
主力部队的第二梯队，预计将于24
日组建完成。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仍
在继续，俄军继续对海港地区实施猛
烈攻击。

新华社莫斯科4月18日电（记

者黄河）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
科夫18日说，俄军当天摧毁大批从
美国和欧洲运抵乌克兰的武器装备。

科纳申科夫在通报中说，18日早
晨，俄空天军使用高精度空基导弹袭
击了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地区一个乌
军后勤保障中心，摧毁过去6天从美
国和欧洲国家运抵此处的大批武器。

科纳申科夫说，俄空天军当天对
乌克兰84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摧
毁1个导弹维修厂、2个弹药库、1个
燃料库、47个乌军人员和装备集中
区、22个火炮射击阵地。俄火箭炮
兵部队当天打击了乌方331处军事
目标，包括9个指挥所、1个武器库、
315处乌军人员集中区。

科纳申科夫说，自开展特别军事
行动以来，俄军共摧毁乌军139架固
定翼飞机、483架无人机、250套防
空导弹系统、2337辆坦克和其他装
甲车辆、254台多管火箭炮、1009门
野战火炮和迫击炮、2196辆特种军
用车辆。

乌克兰利沃夫州州长科济茨基18
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早晨向利
沃夫市发射4枚导弹，其中3枚击中军
事设施，1枚击中一家汽车轮胎店。袭
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8人受伤。

俄军摧毁大批从美欧运抵乌克兰的武器
乌总统：俄军开始向顿巴斯发起进攻

4月18日，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当地居民走过被损坏的建筑。 新华社发

美国一航母
一周内三名舰员死亡

美国海军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三名来自
“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的舰员死亡，海军部刑
事调查局和当地政府正在调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日报道，军方9日
和10日在基地以外的不同地点发现两名舰员死
亡，15日在“乔治·华盛顿”号上发现一名舰员没
有反应，这名舰员随后被宣告死亡。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丽恩·莫姆森说，正
在调查三起事件，尚无证据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关联。

海军方面没有说明这三名舰员的死因，但已安
排专业人员登舰为其他舰员提供短期心理健康服
务。此外，海军已确认9日和10日发现的两名舰员
身份，分别为零售服务专员和内部通讯电工。第三
名舰员身份暂未确认。

“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是一艘核动力尼
米兹级航母，眼下停泊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
市，在那里补充燃料并接受全面检修。

李彦南（新华社微特稿）

以色列国防军19日凌晨出动战
机空袭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
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目标，以
报复18日晚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
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目击者说，以军战机向加沙地带
汗尤尼斯西部一处哈马斯军事目标发
射多枚导弹，附近民用设施受到损
坏。哈马斯发言人哈齐姆·卡西姆在
空袭后发表声明说，以军轰炸的设施
内“是空的”。

以色列18日拦截一枚从加沙地
带射向以色列的火箭弹，这是今年以

来以方首次受到来自加沙的火箭弹袭
击。以色列随即空袭加沙地带，从当
天持续至次日凌晨。连日来巴以紧张
气氛加剧，约旦、埃及等国展开斡旋。

以色列军方说，一枚火箭弹18日
从加沙地带射向以色列，被以色列“铁
穹”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目前没有接
到人员伤亡报告。

尚无任何组织承认发射这枚火箭
弹。以色列通常认定这类火箭弹由巴
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
射，一般会空袭加沙地带作为报复。

今年4月，恰逢穆斯林斋月与犹

太人逾越节时间有重叠，耶路撒冷安
全局势格外敏感。15日至17日，巴
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警察在耶路撒冷
老城的圣殿山（穆斯林称“尊贵禁地”）
的阿克萨清真寺及周边区域频繁发生
冲突，造成超过170人受伤。

圣殿山同为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圣
地，长期以来是巴以冲突的焦点。以
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从
约旦手中夺取耶路撒冷老城的控制
权。根据约以两国达成的协议，圣殿
山的管辖权仍归约旦，治安权则由以
色列警方控制。

约旦计划召集多个阿拉伯国家
开会，商议如何平息最新巴以冲突。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与埃及总
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商讨过巴
以局势。

约旦是继埃及之后第二个与以色
列签署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双方
于1994年签署和平协议。以色列近
年着力改善与约旦关系，并与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巴林等阿拉伯国家实现
关系正常化。巴以冲突升级可能影响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

自3月下旬以来，以色列多地发

生袭击事件。以色列军方以此为由，
频繁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搜捕行
动并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约旦河
西岸多地爆发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以
军枪杀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军方18日说，在约旦河西
岸连夜反恐行动中逮捕共计11名巴
勒斯坦人。其中一场突击行动发生在
杰宁附近，至少数十人朝以军投掷石
块和爆炸物，以军“对投掷爆炸物的嫌
疑人开火”。巴勒斯坦卫生部说，两名
男子受重伤，被送医急救。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报复火箭弹袭击

以军空袭加沙地带哈马斯军事目标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9日上午发生三起爆炸，
其中两起爆炸发生在一所高中附近，造成6人死
亡、11人受伤。

这是4月19日阿富汗塔利班人员在遭爆炸
袭击的一所高中附近执勤。 新华社发

阿富汗首都发生三起爆炸
至少6人死亡、11人受伤

美联邦法官
推翻公共交通“口罩令”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18日电（记者孙丁）美
国一名联邦法官18日作出一项裁决，推翻由美国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美疾控中心）发布、在公共
交通系统实施的“口罩令”。联邦政府对此感到失
望，呼吁人们使用公共交通系统时戴口罩。

美国佛罗里达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凯瑟
琳·金博尔·米泽勒在裁决书中写道：发布“口罩令”
超出美疾控中心职权，而且没有遵守适当规则制定
程序。美国政府一名官员回应说，这一裁决意味着
美疾控中心“口罩令”不再有效，联邦政府相关机构
正在就此展开评估。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8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政府对这一裁决感到失望，
同时呼吁人们使用公共交通系统时戴口罩。

美疾控中心13日发布声明说，鉴于目前新冠
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亚型BA.2在美国快速传播
并导致疫情反弹，在公共交通系统实施的“口罩
令”将延长至5月3日。该公共交通“口罩令”于
去年2月1日生效，此后数次延期至今年4月18
日，此次将再次延长15天，至5月3日。

根据“口罩令”内容，乘客无论是否接种过新冠
疫苗，在美国境内或进出美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
包括乘坐飞机、船只、火车、地铁、公共汽车、出租车
和共享汽车等，必须戴口罩；在公交枢纽室内，包括
机场、车站、火车站、地铁站、港口等，必须戴口罩。

新华社安卡拉4月19日电（记
者熊思浩）土耳其国防部19日发布
战报说，在伊拉克北部发起的代号
为“爪锁”的越境打击行动中，土耳

其军队打死至少 26 名库尔德工人
党武装人员。

这份战报说，土耳其军队的越境
打击行动将按预定计划继续推进。

土耳其国防部18日说，在侦测到
库尔德工人党伺机发动大规模袭击
后，土耳其军队当天凌晨发起了代号
为“爪锁”的越境打击行动。

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于1979年，
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
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
区建立独立国家，其武装人员现多聚

集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北部。土
耳其将该组织视为恐怖组织，多次越
境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
德工人党目标。

在伊拉克北部发起的代号为“爪锁”的越境打击行动中

土耳其军队打死26名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新华社赫尔辛基4月19日电（记者陈静 徐
谦）芬兰总统办公室19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总统
尼尼斯托当天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目前身体状况
良好，将居家远程办公。

由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尼尼斯托原定于20
日与教育部长一同参加的一场学生问答活动将另
行安排，原计划于21日至22日访问挪威的行程
将推迟。

目前芬兰每7天公布一次新冠疫情数据。据芬
兰卫生与福利研究所14日公布的数据，芬兰累计确
诊新冠病例共95万例，比7天前新增2.8万例。

由于三次发射演练失败，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
系统”将被撤下发射台，转运回总装大楼
检测维修，今后演练和发射计划未定。

演练失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
国航天局18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上述消息，拟于4月26日开始转
运“太空发射系统”。这枚火箭约30
层楼高，目前位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
航天中心39B发射台，届时将与箭体
装载的“猎户座”飞船一同转运回6.5
公里外的航天器总装大楼。

“太空发射系统”大概一个月前从
总装大楼运抵发射台。然而，4月1日
以来的三次发射演练均因故障中断。

在14日最近一次演练中，工作人员为
火箭核心级加注燃料——低温液态氢
和液态氧，不久发现液态氢泄漏，演练
因此中断。之前两次演练也分别因风
扇和阀门故障未能完成。

等待检修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航天局
官员最初说，即使“太空发射系统”位
于发射台，也能解决液态氢泄漏问
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将

火箭运回总装大楼，技术人员可以评
估液态氢泄漏情况并更换先前演练中
出现故障的阀门。运回总装大楼后，
一家气态氮供应商还将为“太空发射
系统”升级。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
国航天局相关负责人汤姆·惠特迈耶
说，一款新火箭和飞船的发射准备“真
的很复杂”。他说，关于演练中出现的
问题，工作人员正努力“拼凑所有拼
图”，已经搞清楚一些问题，还有更多

“拼图块”等待拼出。

任务未定

美国航天局工作人员目前正在评
估，“太空发射系统”接受检修后将如
何展开任务。

惠特迈耶说，“绝对”会再进行一
次发射演练。出席当天新闻发布会的

“太空发射系统”发射负责人查理·布
莱克韦尔-汤普森却说，其实有多种
方案可选，包括快速检修后进行发射
演练，更全面检修达到实际发射需求，

或者发射演练与实际发射一并完成。
美国航天局原计划，4月发射演练

成功后，于6月6日至16日窗口期启
动“阿耳忒弥斯1号”项目，即“猎户座”
飞船搭载“太空发射系统”升空完成无
人绕月试飞任务。由于下周将返回总
装大楼检修，“太空发射系统”极有可
能错过这个窗口期，只能在6月底至8
月初另外两个窗口期展开试飞任务。

“太空发射系统”和“猎户座”飞船
是美国重返月球的“阿耳忒弥斯”计划
核心组成部分。按计划，“太空发射系
统”最早将于2024年执行载人绕月飞
行任务，于2025年送美国宇航员再次
登陆月球。自计划细节2019年公布
以来，相关任务已多次延期且超出预
算数十亿美元。

袁原（新华社专特稿）

三次发射演练失败

美新一代登月火箭将“下架”检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