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速钢铁厂平民撤离行动结束
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负

责人米津采夫7日说，乌克兰马里
乌波尔市亚速钢铁厂平民撤离行
动结束。

5日以来，俄罗斯在联合国
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下从亚
速钢铁厂撤离了51名平民，其中
包括 18名男子、22名女子和 11
名儿童。

图为5月7日，从马里乌波尔
撤出的平民乘坐大巴抵达顿涅茨
克别济缅内的安置点。 新华社发

加拿大总理访问乌克兰
据新华社渥太华5月8日电（记者

林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8日访问乌
克兰并会晤乌总统泽连斯基。

根据加总理办公室8日发布的新
闻稿，特鲁多当天与加拿大副总理弗
里兰和外交部长若利访问乌克兰。特
鲁多在与泽连斯基会晤后举行的联合
记者会上宣布，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
供价值5000万加元（约合4000万美
元）的额外军事援助，包括无人机摄像
头、高清卫星图像、小型武器及弹药。
此外，加拿大将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
供2500万加元（约合2000万美元），

以保障乌克兰粮食安全。
特鲁多表示，他将考虑临时取消乌

克兰商品的进口关税，为期一年。他还
说，加拿大将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

当日，特鲁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参加了加拿大驻乌克兰大使馆重开升
旗仪式。加拿大2月12日关闭在基
辅的大使馆，将使馆人员迁往波兰。

另据乌克兰总统网站8日报道，
泽连斯基当天在基辅会见特鲁多，双
方就加拿大对乌军事援助和双边关系
问题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说，双方
还就排雷合作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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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朱
超）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9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应询表示，外交部网站7日
发布了《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
一些事实清单》，这份包括六大部分内
容、约12000字的材料，通过数百条
从公开报道中搜集的具体事例，将美
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真实面目充分暴
露在世人面前，国家民主基金会可以
说是“第二中情局”。

赵立坚说，长期以来，美国将民主
工具化、武器化，借民主之名行反民主
之实，煽动分裂对抗、干涉别国内政，
造成灾难性后果。国家民主基金会作
为美国政府“马前卒”“白手套”，打着

“促进民主”的幌子，颠覆别国合法政
府，培植亲美傀儡势力。

“在历史上，苏联解体、格鲁吉亚
‘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以及
‘阿拉伯之春’等美国煽动策划的‘颜色

革命’背后，均可见国家民主基金会的
身影。”赵立坚说，国家民主基金会煽动
泰国抗议示威，鼓动尼加拉瓜反对派暴
力夺权，资助反古巴势力煽动反政府情
绪，长期以各种手段干涉委内瑞拉内
政。国家民主基金会唯恐天下不乱，带
给各国的不是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
乐业，而只有民生凋敝、经济萎缩、社会
对抗等一系列恶果。

赵立坚说，国家民主基金会还将黑

手伸向中国，每年投入巨额资金，通过
各种手段，煽动“疆独”“港独”“藏独”开
展反华活动。该基金会还与“台独”势
力勾结，企图鼓动分裂，搅扰台海稳定，
引起海峡两岸人民的愤怒与反对。

他表示，国家民主基金会可以说
是“第二中情局”。该基金会绝不是什
么“对别国民主提供支援”的“非政府
组织”，而是直接听命于美国政府，采
用资金资助形式操纵非政府组织，实

施颠覆渗透破坏、服务美国战略利
益。相信国际社会将越来越认清国家
民主基金会的真实嘴脸，也相信越来
越多国家将以各种形式把国家民主基
金会的丑行公诸于世。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
主题。国家民主基金会搞干涉别国
内政的勾当，无论它以何种形式伪
装，最终都逃不过注定失败的命运。”
赵立坚说。

外交部：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第二中情局”

新华社莫斯科 5月 9日电 （记
者李奥）俄罗斯 9日在莫斯科红场
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7
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阅兵式上
发表讲话，表示在祖国命运面临抉
择之时，保护祖国永远是神圣的。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上午 10 时
（北京时间 15时）开始。俄军仪仗
队护卫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
在《神圣的战争》乐曲伴奏下走进
红场。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乘车绕
红场行进一周，并向受阅官兵祝贺
胜利日。

普京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说，
1945年5月9日被永远载入史册，我
们为英勇的胜利者感到骄傲，我们的
职责是铭记他们的教诲，保持警觉并
尽力确保世界大战不会重演。

普京说，去年12月俄方提议签
署安全保障条约，呼吁西方诚恳对
话寻找理智妥协的解决方案并将
彼此利益纳入考量，但是北约国家
不愿倾听，实际上别有所图。俄罗
斯先发制人回击了“侵略”，这是俄
方不得不做出的决定，也是俄罗斯

作为强大的主权独立国家及时做
出的唯一正确决定。

据报道，当天共有 1.1 万名军
人、33个徒步方阵、131件现代化武
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参加阅兵，其中
包括T-90M“突破”主战坦克、T-
14“阿玛塔”主战坦克、“库尔干
人”步兵战车、“伊斯坎德尔”导
弹、“旋风-G”型多管火箭炮系
统。此外，S-400、“山毛榉-M3”

“道尔-M2”防空导弹、“亚尔斯”导
弹、“天王星-9”战斗机器人也都在
阅兵中亮相。

当天，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7周
年阅兵式在俄罗斯28个城市举行。

1945 年 5 月 8 日当地时间午
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
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 件投降
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
是5月9日凌晨。

苏联将 5 月 9 日定为“卫国战
争胜利日”。苏联解体后，独联体
国家沿袭了这一传统。现在，“卫
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
节日之一。

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俄罗斯总统普京（右一）、俄罗斯国防部
长绍伊古（左一）、俄联邦武装力量陆军
总司令奥列格·萨柳科夫在阅兵式后走
过红场。 新华社发

俄罗斯举行胜利日阅兵

斯里兰卡总理宣布辞职
新华社科伦坡5月9日电（记者唐璐 车宏

亮）斯里兰卡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9日通过社
交媒体宣布，由于他的支持者当天在首都与反政
府抗议者发生冲突，他已向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
克萨递交辞呈。

据斯里兰卡媒体报道，马欣达的支持者与
反政府抗议者9日上午在总理府门前以及反政
府抗议主要活动场所加勒费斯广场发生冲突。
为防止冲突蔓延，斯警方当天首先宣布在首都
多个地区实行宵禁，随后又宣布将宵禁扩大到
全国。

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多个部门，并造成
基本必需品供应短缺，近几周来斯里兰卡一直面
临政治不稳定，抗议者连续发起抗议活动，要求政
府迅速解决国家面临的经济危机。本月6日，戈
塔巴雅宣布自当天午夜起再次在全国实施紧急状
态，以确保公共安全，保护公共秩序，维持社会生
活所需的供应和服务。

叙利亚总统访问伊朗
新华社德黑兰5月8日电（记者王守宝）叙

利亚总统巴沙尔8日访问伊朗，同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和总统莱希举行会晤。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哈梅内伊
在会晤时说，希望叙利亚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取得
更大成功，呼吁叙利亚政府加强两国相互联系。

莱希在同巴沙尔会谈时表示，所有国家都应
尊重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有必要将叙利亚
所有土地从外国势力的占领下解放出来。

巴沙尔对伊朗人民和政府对叙利亚的支持表
示感谢。他说，叙利亚愿意与伊朗在安全、政治和
经济领域开展合作。这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
发以来巴沙尔第二次访问伊朗。

欧洲联盟高级官员接受媒体采访
时称，欧盟可能把冻结的俄罗斯外汇
资产用于乌克兰重建。俄方9日批评
这一想法“无法无天”。

英国《金融时报》9日援引欧盟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
雷利的话报道，重建乌克兰所需资金

“多得难以置信”，其中多数可能将出
自欧盟。

就这些资金的来源，博雷利提出，

可以利用遭欧盟冻结的俄罗斯外汇资
产。“我们口袋里有钱。有谁能给我们
解释一下，为什么阿富汗的钱可以（这
样做），而俄罗斯的钱不行呢？”

这种做法与美国政府所作所为相
似。美国政府去年在阿富汗塔利班夺
取政权后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在美国
的外汇储备，总额大约70亿美元。美
国总统约瑟夫·拜登今年2月下令，把
冻结资产的一半用于赔偿“9·11”事件

受害者，另一半转移至纽约联邦储备
银行一个账户，用于帮助“阿富汗人
民”，不会交还塔利班。拜登4月说，他
打算以立法形式增强美国没收俄罗斯
商人资产的执法能力，并用变卖这些
资产所得资金支持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
基上周表示，重建受损基础设施和房
屋预计耗资大约6000亿美元，需要国
际社会予以战略性支持，如同“当代版

本的马歇尔计划”。
一些专家警告，西方如此对待被

冻结的俄方资产涉嫌违法。俄罗斯外
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9日
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说，博
雷利的设想“完全无法无天，破坏了国
际关系的基础”。

格鲁什科警告，如果欧盟这样
做，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破坏现
代金融体系，损害欧洲乃至整个西方

的信用”。
作为对西方制裁的反击，俄方要

求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用卢布结算进口
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俄罗斯国家杜马
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还提出，以
卢布结算商品应该扩大至原油、谷物、
金属、化肥、煤炭和木材；应没收不友
好国家在俄罗斯的商业资产，“让它们
自食其果”。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俄批欧盟“劫俄济乌”设想“无法无天”

5月9日，菲律宾总统候选人小费迪南德·
马科斯在菲律宾北伊罗戈省的一处投票站参加
投票。

菲律宾媒体9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费迪南德·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赢得当天举行的
菲律宾总统选举。 新华社发

费迪南德·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
赢得当天举行的菲律宾总统选举

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士兵列队走过红场。 新华社发

布基纳法索发生两起
武装分子袭击事件
至少12人死亡

新华社洛美5月8日电（记者田耘）瓦加杜
古消息：布基纳法索7日发生两起武装分子袭击
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并造成一所监狱的囚
犯逃逸。

据布基纳法索消息人士8日透露，一个由
民兵护送的车队7日在该国北部的多里-戈尔
加吉公路上行进时，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伏
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其中包括10名民兵和
2名平民。

布基纳法索政府8日晚发表声明说，7日夜
间，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了该国西北部科西省
努纳市的一所监狱，导致部分囚犯逃逸，监狱内建
筑物遭到损坏，但无人员伤亡。声明没有说明逃
逸囚犯的具体人数，但布基纳法索通讯社8日的
报道称袭击造成约60名囚犯逃逸。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国兴大道富力首府天盈广场

企业服务公告
企业服务平台

富力首府天盈广场，于2021年新交付写字楼。运营方联手海南
省投资商会，搭建专注于服务中、小企业的企业投资孵化服务平台。

服务平台为各类企业准备了53m2/73m2/212m2等不同办公
建筑面积，适合各类企业选择。同时，还为企业提供注册备案、法
律服务、产业运营、金融服务、政务咨询、税收优惠政策等诸多一
站式便捷服务内容，让中、小企业专心于自己的核心业务，实现为
企业发展赋能。此外，为给各上、下游企业提供展示交流平台，服
务平台还联动银企资源，举办多种类型交流活动。

海南富力首府天盈广场诚邀广大企业进驻。
◆服务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富力首府天盈广场。
◆咨询热线：18689577448。

各业务主管单位,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有关规定，现就开展2021
年度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报告工作通知如下：

一、年度报告对象：2021年6月1日前，在海南省民政厅登记成
立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年度报告时间：2021年度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
度报告填报时间为：2022年5月1日至9月1日。

三、年度报告系统登录方式：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录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https://zwfw.mca.gov.cn/）进行实名
注册法人账号后，访问“法人服务”的“社会团体年检年报”或“民办非
企业单位年检年报”，即可在线填写《年度报告书》。

四、年度报告办理流程：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可按
照《海南省2021年度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报系统注册
及填报指南》（海南省民政厅官网下载）要求，注册及填写年度报告，
同时可以加入钉钉群，群号：30988164（社会团体）、35474415（民办
非企业单位），查看办理流程或咨询工作人员。

五、有关要求：（一）各业务主管单位要督促所主管的社会团体和
民办非企业单位，于9月1日前参加年度报告，并按规定提交年度报
告全部材料。（二）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要认真填写年
度工作报告并对所填内容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三）对逾期不按要求
参加年度报告的省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省民政厅将依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将其列入活动异常社会组
织名单并在网上公示。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青年路5号福利大厦8楼，联系人：戴古
凡，联系电话：0898-65346610、0898-65358551。

海南省民政厅
2022年4月28日

海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 2021年度省级社会
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琼民通〔2022〕20号

欠款公告
自2008年以来，我单位与8家企业因不可归责于甲乙双方的

客观因素，导致我单位拖欠8家企业共计198768.12元的欠款。为
推进清欠工作，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请以下相关企业的法
人或者企业代表与昌江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联系，联
系人：符先生，联系电话：0898-26633018。

昌江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5月1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拖欠单位
昌江红林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琼山建筑基础工程公司（11标）
海钢动力厂挖掘费押金
海南省农垦建筑总公司

烟草公司
昌江华盛水泥厂有限公司

昌江石油公司

昌江鑫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拖欠项目
工程款
工程款

挖掘费押金
市政土方工程款

破路押金款
项目场务费
挖掘费押金

金额（元）
138088.2元
28279.92元
10000元
10000元
5000元
3000元
2400元

2000元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马村油库—美兰

机场第二条航煤长输管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

参与信息公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http://hasy.sinopec.com/hasy/information/publicity/

20220506/news_20220506_653170738430.shtml，查阅纸质报告

书可在我单位查阅，意见可通过电话、信函方式提出。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建设项目可能影响及关注本项目的公众。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中国石化销售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联系人：石先生。联系方式：0898-

68680910。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77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2022年5月10日

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及

《欠税公告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2004〕第9号）的规定，对
超过规定期限未缴纳税款的纳税人，予以公告追缴。现将国电万泉
河红岭水利枢纽有限公司欠税情况公告如下。

国家税务总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
欠税公告（2022年第3号）

企业或
单位的
名称

国电万
泉河红
岭水利
枢纽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纳税人
识别号）

9146000
0671064
89XU

法定代
表人或
负责人
姓名

魏恩彬

居民身份
证或其他
有效身份
证件号码

460023**
******
0012

经营
地点

海南
省琼
中县
中平
镇

欠税
税种

耕地
占用
税

欠税余额
(元)

367329180

当期新发生
的欠税余额

(元)

367329180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

2022年5月6日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南现代妇幼医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拟吸收合并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吸收合并后，海南现代妇幼医院有限公司存续，注册资
本为 13000 万元，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解散注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吸收合并后，被吸
收合并方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吸收合并
方海南现代妇幼医院有限公司承担。债权人依法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联系人：陈信雅，联系电话：18789243309，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秀英区秀英街道永万路 28 号。特此公告。

海南现代妇幼医院有限公司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2日

企业吸收合并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