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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这是11月9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拍摄的“元”公司总部。
据外媒报道，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的母公司“元”公司周三宣布裁员

1.1万人，约占其员工总数的13%。 新华社/法新

脸书母公司大幅裁员1.1万人

由中国企业菜鸟物流与巴基斯坦电商达拉兹集团合作建设的自动化快递
分拨中心于今年10月中旬正式建成交付使用，采用的是中国科技，核心机械设
备均为中国制造，改变了过去巴基斯坦只能人工分拣快递包裹的历史。图为
10月13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市拍摄的自动化快递分拨中心。 新华社发

中国智能技术助力巴基斯坦物流业

新华社德黑兰11月10日电（记
者高文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
空航天部队司令阿米尔-阿里·哈吉
扎德10日说，伊朗研制出了首枚高
超音速弹道导弹，标志着伊朗在研
发新一代导弹方面取得巨大飞跃。

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哈吉扎德
的话报道说，这种新型导弹飞行速

度快，“可以突破所有导弹防御系
统”，“可以瞄准伊朗敌人的反导
系统”。

伊朗近期多次展示在本土装备
研发领域取得的进展。6日，伊朗
国防部公布升级型巴瓦尔-373防
空导弹系统，其导弹射程和雷达探
测范围均有显著提升。

伊朗宣布研制成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国际观察

俄专家表示，撤退是军事上的战术
选择，一时一地的得失对前线总体形势
不会带来重大影响，尽管俄方放弃第聂
伯河右岸这一小块地方，但仍保有对乌
东四地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俄军事专
家诺林认为，西方有意夸大了赫尔松之
战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不会是一场彻底
改变前线力量平衡的战斗，但肯定会影
响俄乌下一步的行动。如果俄不得不交
出赫尔松，那么军队将撤退到更有利的
位置并构筑防御阵线。

如果俄军撤退计划为真，如此多的

部队撤出并非易事，不会一蹴而就。俄
军事专家指出，下一阶段俄军在赫尔松
方向的最主要任务就是以最小损失完成
撤离行动，但何时撤离的主动权在俄军
手上。未来，俄军很可能利用在第聂伯
河左岸地区构筑的强大炮兵阵地威胁包
括赫尔松市在内的右岸地区，使乌军不
能实现对右岸的有效控制，为未来俄军
重返右岸创造条件。

而乌军的目标则是给俄军撤离制造
麻烦，争取最大程度杀伤俄军。但乌军
一直担心俄军采用诱敌深入战术，因此

不太可能全力追击。
苏罗维金表示，俄军最近两个多月

来总体处于守势，特别是在库皮扬斯克
和红利曼方向不断击退乌军进攻，但在
顿涅茨克地区的巴赫穆特等方向恢复了
攻势。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军事政治研究
中心主任波德别廖兹金指出，当前俄乌两
军互有攻守，俄军力量随着兵员和新武器
装备的补充正在增强，但力量平衡的改变
是非常缓慢的过程，两军之间的战略相持
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与此同时，乌方也

在想方设法争取战场优势，即使控制赫尔
松后也不太可能与俄方重启谈判。

分析人士认为，在战场胜负未见分晓
的情况下，俄乌不太可能真正实现和解。
乌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否认美国要求乌方
与俄方举行和谈。他还提出重启谈判的
一系列条件，包括恢复乌领土完整、赔偿
一切损失、惩罚相关责任人、保证类似冲
突不再发生等。俄对此显然不会同意，因
此双方当前缺少举行和谈的现实基础。

（新华社莫斯科11月10日电 记者
刘恺 李东旭）

和谈难以重启

俄防长下令赫尔松州境内俄军由第聂伯河西岸转移至东岸

俄军赫尔松撤退是虚是实?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9日下令赫尔松州境内俄军由第聂伯河西岸转移至东岸。赫尔松州首府赫尔

松市位于第聂伯河西岸。同日，乌方称未发现俄军撤离赫尔松市的迹象。
分析人士指出，俄方此举或出于无奈，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留待未来反攻。不过乌方谨慎看待俄军撤

离，认为这可能是俄方信息战和心理战，旨在诱敌深入。未来一段时间赫尔松仍是俄乌战事主要焦点，俄
方即便撤退也将在第聂伯河左岸设立强大防御阵地并利用炮火优势阻止乌军控制右岸大部分地区，俄乌
两军可能陷入隔江对峙状态。

绍伊古9日听取了俄罗斯对乌克兰
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联合部队总指挥
苏罗维金的前线战事汇报。苏罗维金在
汇报中承认，撤离第聂伯河右岸是一个非
常艰难的决定，但这可以保全俄军人和平
民生命，同时保全整体作战能力。绍伊古
也强调，军人的生命和健康始终是第一位

的，同时还要考虑对平民的威胁。
有关俄乌将在赫尔松爆发大会战的

传闻一段时间来甚嚣尘上，俄军此时下
令撤退多少出乎外界意料。但事实上，
俄军撤退早有预兆，俄方此前已将超过
11.5万当地居民有序撤到第聂伯河右
岸。俄军方也早在近一个月前就放风

称，如果赫尔松局势恶化，不排除放弃右
岸的可能性。

有分析人士认为，俄方撤军属无奈
之举，主要原因是俄军当前在赫尔松较
为被动。俄军事专家列昂科夫说，连接
第聂伯河两岸的安东诺夫斯基大桥和卡
霍夫卡水电站大坝屡遭乌军打击，右岸

俄军补给困难，后续援军和装备也很难
快速抵达。如果俄军困守赫尔松市等
地，一旦乌军彻底炸毁卡霍夫卡水电站
大坝，沿河两岸包括赫尔松市将被洪水
淹没，两岸俄军也将被彻底割裂，届时右
岸数万俄军将面临被全歼的风险。在此
情况下，保留有生力量成为俄军首选。

或为无奈之举

乌方现阶段对俄军撤离决定持谨慎
态度，认为此举有可能是为诱敌深入而
设计的圈套。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
亚克9日表示，乌方没有看到俄方不战
而退的迹象，很多俄军部队还留在赫尔
松市内，且另有补充兵力被投放到该地
区。乌方将根据情报而不是俄方“精心

策划的电视声明”采取行动。
乌军事专家日丹诺夫也说，俄军宣布

撤退可能是信息战和心理战，目前“被困”第
聂伯河右岸的4万俄军均属精锐，是整个战
线上最能打和规模最大的俄兵力集群，没有
道理在未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撤退”。
缺乏交通工具的撤退极易演变为大规模溃

退并造成严重伤亡，不符合战场逻辑。
此外，一些乌军事专家认为，从整个战

场的战略态势看，赫尔松市是俄军在南部
战线的桥头堡，俄军不会轻易拱手让人。

乌军事专家切尔尼克呼吁乌克兰军
民要保持清醒和理智，不要对战场形势
有过高预期。正在英国访问的北约秘书

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看到俄方撤
离声明，仍在观察当地局势发展。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乌军眼下没有
轻易冒进，俄乌双方实际上已围绕赫尔
松形成僵持。日丹诺夫说，乌军目前正
在对俄守军动向实施侦察，在未探明情
况前不太可能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

抑或诱敌战术

俄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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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居民的燃气安全，提升生活品

质，11月10日起海口市市政管理局启动海

口市第一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更新改造工

程，免费为居民更新户内外燃气基础设

施。此次改造共涉及1198个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将持续至明年4月30日。

海口启动第一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免费更新户内外燃气基础设施

安全用气有保障 上门服务解难题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根据各小区燃气设施的实际情况，
此次改造内容包括更换部分小区户外
燃气基础设施（燃气调压箱、庭院燃气
管道、居民楼燃气立管），以及为部分
居民用户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器，灶前
为用户更换金属波纹软管与自闭阀
等。

11月10日下午，海南民生管道
燃气有限公司改管安装工林鸿健来
到位于海口玉沙路的海关家属院。
在居民黄玉珍的家中，林鸿健先是检
测了她家的燃气管道，紧接着便拆卸
原有的橡胶软管，换上全新的金属波
纹管。

“我们1999年入住这个小区，已
经在此生活了20多年。我们老两口
独居在此，年事已高。虽然每天做饭，
经常使用燃气，但对燃气设施设备并
不熟悉，平时确实很担心安全问题。”
黄玉珍介绍，因担心管道老化，造成燃
气泄漏，20多年里她自己出钱更换过
几次设备，“这次是政府免费为我们更
新，真是把民生实事办到了百姓的心
坎上。”

“红色开关垂直的时候就是阀门
打开的状态，建议做饭用完后将阀门

关闭。若发现提钮吸回无法拔出，打
开阀门后闻到燃气的味道，就打电话
联系我们。”林鸿健还在管道接口处安
装上了燃气自闭阀，并仔细为黄玉珍
讲解了具体操作方法。

林鸿健介绍，燃气自闭阀具备低
压、高压和过流安全保护的功能，当管
道供气压力出现异常时，不用电或者
其他外部动力，就能自动关闭阀门，

“这相当于为燃气安装了‘保护器’，可
以有效防止燃气意外泄漏，保护人身
财产安全。”

根据统计名单，海口首批1198个
进行燃气设施改造老旧小区中，有
1046个小区需要进行户内改造，占了
大多数。

“户内改造主要是加装报警器、更
换软管与自闭阀等。”海南民生管道燃
气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符德任介绍道，
由于海口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燃气
设施易出现老化现象，尤其是老旧小
区居民家中多使用的是橡胶软管，存
在使用寿命短、易脱落、老化开裂、鼠
咬等缺陷，易产生漏气隐患，“这次就
会为居民免费更换更加坚固耐用的不
锈钢金属波纹软管，使用寿命不低于
8年。”

除了户内改造，海口还有 41 个小
区需进行独立立管改造，62个小区要进
行庭院管和立管改造，涉及调压箱改造
的有49个小区。

11月 10日上午，也有施工人员来
到位于海口市海甸五东路的星光海岸

小区，在外墙上安装新的燃气立管。
星光海岸小区于 2004 年建成，4

栋楼共设有 9条燃气立管。由于使用
时间较久，不少管道已出现了起泡、锈
蚀等情况。“像这条管道锈蚀的情况就
比较严重，有穿孔漏气的隐患。”海南

民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施工员杨达成
指着一条立管说，以往巡检发现类似
情况，会对漏气点进行封堵，而现在则
是直接更换整条立管，彻底清除安全
隐患。

现场，施工人员从楼顶用绳索缓缓

下降，将新的燃气立管固定在楼栋外墙
上，并对节点处进行焊接确保牢固。按
照施工计划，小区9条立管全面更换完
毕需要 20多天的时间，但施工是分阶
段进行，每个单元楼的停气时间仅有1
天左右，不会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第一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更新改造工作
将持续到明年4月30日，各小区具体施
工时间及施工内容将由小区物业公示。

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期间，将安
排两次入户安装，如用户未能在规定时

间内配合首次入户安装，施工单位将切
断用户原有的燃气入户支管并临时封堵
管口，避免形成安全隐患；错过首次安装
的用户仍有第二次入户安装机会。两次
安装均错过后，用户后续安装需拨打供
气 单 位 ，海 南 民 生 燃 气 客 服 热 线

（963666）重新报装，所产生的施工费、
材料费等一切费用由用户自行负责，政
府不再承担。

该局同时提醒，近期请广大业主留意
物业通知，关注施工时间并留人配合入户
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可能会造成小区内

水、电、气临时停供，请业主们提前做好生
活物资储备；施工过程中可能影响小区的
正常通行，老人与小孩出行时要注意远离
施工现场；为确保施工的有序开展，请广
大居民配合施工需要提前停放好车辆。

（策划/撰稿 贾嘉）

上千小区进行户内改造 |
新管道使用寿命不低于8年

部分小区进行立管改造 | 停气时间约1天

施工时间将由物业公示 | 错过首次安装还有第二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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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下午，在海口市星光海岸小区，施工
人员在小区外墙上安装新的燃气立管。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供图

⬆11月10日下午，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改
管安装工林鸿健在居民家安装燃气自闭阀。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