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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伍中:
本院受理（2019）黔0402民初272号原告尹元贵诉被告新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

公司、刘伍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水泥货款人民币208071
元，并向原告支付年利润6%的资金占用费，从2018年2月14日至起诉之日的违约利息为11100元；二、本案诉讼费
由三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开庭时间为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2月21日，《安顺日报》刊登的“安顺市国土资
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
告[安市公资交（地）字告〔2019〕11号]”中，地块编号为
2018-开挂-55号[安顺开发区二环路与纬一路交叉口西
南角二期]，现因故需调整报名期限，具体为交纳保证金及
提交报名申请资料截至时间延至2019年4月9日下午17：

00时；竞买资格审查截止时间延至2019年4月10日上午
12:00时前；挂牌截止时间延至2019年4月11日下午16:
00时。其他公告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安顺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2019年3月20日

根据国家建设需要，现开发区西航办事处土桥村航城4号地块项目（土桥村村委周边房屋）红线内处编有红漆号的坟
墓需要迁移。请坟主于公告之日起21日内（2019年3月20日至2019年4月10日）及时与西航征收分局及所属村居联系
办理相关迁坟手续，并自行将坟墓迁移。逾期不办理手续迁移坟墓的，由开发区管委会组织相关执法部门迁移到福安艺
术陵园。

特此公告
西航征收分局联系人：崔福勇：13508536622

谢勇祥：15885754559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土地征收管理局西航分局

2019年3月20日

尊敬的用电客户：
因电网维修改造，需对城区以下部分片区停电，在停

电工作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局深表歉意，恳请客户给
予理解和支持。

停电信息：
3月25日 09：00—18：00 北门武当廉租房、工行宿

舍、老西秀区党校、112地质队及北门口至武当山南侧部分
客户。

3月26日 09：00—11：30 老东门坡片区、共和路部

分客户、老卫校、景逸酒店、铁路房建临变。
3月27日 09：00—18：00 北门气象局宿舍、军区房

管处、北桦公寓、王家林专变、百灵温泉、西秀区市政1号专
变及北门口至北山路口北侧部分客户。

注：以上停电时间为预计时间，实际停电工作时间有
可能缩短或延长；公告停电当天由于天气、保电等原因影
响正常开展工作时，停电顺延。

安顺供电局
2019年03月18日

安顺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1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延期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迁坟公告 停电公告

受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
欧佩克产油国宣布推迟评估减产协议
执行效果会议、美国库欣地区原油库存
下降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8日走高，
收盘显著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4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57
美元，收于每桶59.09美元；5月交货的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38美
元，收于每桶67.54美元。

欧佩克关键会议遭推迟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
联合监督委员会18日在阿塞拜疆召
开会议，决定推迟原定于4月评估减
产效果的会议，将在6月再决定是否
把原定为期半年的减产协议延长至下

半年。
分析人士认为，欧佩克与合作伙伴

选择在6月决定下半年产量政策，有利
于观察委内瑞拉和伊朗局势以及原油
产量变化情况。

欧佩克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说，参
加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向部长级联合监
督委员会保证，将在今后几个月把减产
量提高至自愿减产额度以上。参加减
产协议的欧佩克成员与合作伙伴减产
执行率2月份已提高至接近90%，高于
1月份的83%。

美国“重新投资”资本管理公司合
伙人约翰·基尔达夫表示，欧佩克会议
传出的消息为油价上涨提供支撑。

此外，市场信息机构金斯凯普能源
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原油交割集

中地库欣地区原油库存量下降108万
桶也推动了当日油价上涨。

减产协议有望延长

沙特石油大臣法利赫当天表示：我
们将维持现有减产政策，以引导市场走
向平衡。此前他曾表示，倾向于把减产
协议延长至今年年底。

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则认为，俄
罗斯将在今后几周达到其减产目标，现
在讨论是否要把减产协议延长至下半
年还不成熟。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全
球大宗商品策略负责人克罗夫特表示，
欧佩克有望把减产协议延长至下半
年。不过，延长减产协议将凸显俄罗斯
和欧佩克成员之间的分歧。

克罗夫特说，由于可以从更多产量
中受益，俄罗斯石油公司不喜欢减产，
但对于沙特和其他欧佩克成员而言，当
前油价依然不足以令他们财政收支平
衡，因而希望油价能继续上涨。

在当前国际供需形势下，预计美国
会继续对伊朗和委内瑞拉施压，两国原
油产量或继续下降，欧佩克是否减产可
能需更多考虑这方面因素。

美国在2018年10月决定对多个
国家和地区从伊朗进口原油给予为期
半年的豁免，预计将于今年5月决定是
否继续维持现有豁免政策不变。

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多日前表示，
美国对伊朗制裁和豁免问题带来了不
确定性，令欧佩克的工作更难以聚焦在
基本面上。

欧佩克或延长减产协议令国际油价上涨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

新华社耶路撒冷3月18日电 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日宣布，将在
刚刚发生枪击案的巴勒斯坦约旦河西
岸阿瑞尔定居点兴建840套住房。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
18日在阿瑞尔定居点附近视察时表
示，枪击事件不会让以色列人撤离这
一地区。他说：“我们从明天开始将执
行2年前批准的决定，在阿瑞尔一个
新的居民区兴建840套住房。”

据以色列军方消息，一名疑似巴
勒斯坦人的袭击者17日早晨在阿瑞
尔定居点附近抢走一名以色列士兵的
枪，并劫持了一辆路过的汽车，在驾车
逃跑途中向一公交车站射击。2名以
色列人在枪击事件中死亡。

以色列军方出动大批士兵搜寻这
名枪手。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
进入定居点附近的一个村子，与当地
武装人员发生交火。目前，枪手尚未
被抓获。

阿瑞尔定居点共有约2万名居民，
是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第四大定居
点。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
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
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和
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
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方坚持，除
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
否则拒绝恢复和谈。据以色列官方统
计，截至2017年，约旦河西岸的犹太
人定居点人口达到约43.5万。

以色列宣布将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 3月 18日
电 在象征中非团结友谊和高水平合
作的非盟总部大楼，以“和平蓝”为主
色调的17块展板形成了一条“中国走
廊”，与大厅内充满非洲风情的棕榈树
造型交相辉映，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当地时间18日上午11时30分，

“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队”主题展览
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非盟总部
开幕。

展览精选 60多幅有代表性的图
片，分“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维护国
际海上通道安全”“提供国际救援救助”

和“开展安全交流合作”4个板块，配合
播放中英文双语短视频，全景式呈现中
国军人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的足迹与
风采，展示中国军队对非洲和平与安全
事业的大力支持与积极贡献。

非盟总部官员、非盟成员国使节
及军事代表、非洲常备军及非洲危机
应对快速反应部队代表，联合国、北约
等国际组织官员，以及美国、英国、法
国、日本、挪威、古巴等非盟域外伙伴
方代表共200余人出席开幕式。

中国驻非盟使团临时代办陈绪峰
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中非早已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中国长期关注非洲和平与安全事
业，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
和护航任务，为非洲常备军建设和非盟
和平与安全行动提供了大力支持。

非盟委员会代表坎布齐表示，中
国是非洲的珍贵朋友，在几乎所有领
域都为非洲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支持，
特别是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对非盟和
非洲来说，中国是一个模范伙伴。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传播代表团
团长毛乃国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军队

先后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其
中16项在非洲地区。2008年以来，中
国根据联合国授权，向索马里海域派
遣了31批护航编队。中国军队还积
极参加非洲地区的国际灾难救援和人
道主义援助。

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传播代表
团提议，展览开始前，全体出席开幕式
人员为在埃塞空难中的遇难者默哀一
分钟。

此次展览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中国驻非盟使团共同举办，至22
日结束。

“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队”主题展览在非盟总部开幕

新华社德黑兰3月18日电 伊朗
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18日说，伊朗
正在扩建布什尔核电站。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萨
利希的话报道说，伊朗正在建设布什
尔核电站二号机组和三号机组，“一切
进展顺利”。

按照伊方此前说法，布什尔核电
站的扩建工作将继续在俄罗斯技术支

持下进行。
布什尔核电站位于伊朗南部港口

城市布什尔附近。它不仅是伊朗首座
核电站，也是中东地区第一座核电
站。该核电站上世纪70年代由德国承
建，后在美国干预下停工。1995年，俄
罗斯接手该项目。核电站建成后，交
付期一再被推迟。2013年9月，伊朗
方面正式从俄方手中接管核电站。

伊朗原子能组织：

伊朗正在扩建布什尔核电站

新华社莫斯科3月18日电 俄罗
斯总统普京18日表示，俄罗斯和法国
应该消除两国关系障碍，共同打击恐
怖主义，在经济和环保领域进行合作。

普京当天在克里米亚辛菲罗波
尔市会见法国政界代表团时表示，俄
法应在安全、环保领域遵循共同准
则、共同做出决定。另外，两国还应
积极发展双边关系。

普京说，俄罗斯将竭尽全力恢复

同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关系。在他
看来，欧洲所有国家都有意同俄发展
双边关系，“我们在经济和国际政治
领域可起到互补作用”。

据塔斯社报道，一个由法国国民
议会议员等人士组成的法国政界代
表团正在克里米亚进行工作访问。

近年来，俄罗斯和欧盟因乌克兰
问题关系紧张，欧盟对俄采取了一系
列制裁措施。

普京说俄法应消除两国关系障碍

新华社马普托3月18日电 据莫
桑比克国家灾害管理机构18日发布
的消息，强热带气旋“伊代”14日晚间
开始袭击该国中部沿海地区以来，已
造成至少84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
另有多人失踪。

在“伊代”登陆的索法拉省，贝拉
和栋多两个地区受灾最为严重，道路
被洪水淹没，电力、通信中断。据栋多
地区一家中资企业的员工告诉当地华
人媒体，附近几家中资企业厂房的钢
架屋顶被狂风掀翻，周边有很多居民
住宅倒塌，街上一片狼藉。

国际救援组织发布的消息称，“伊

代”登陆点附近的贝拉市已“90%被摧
毁”。据报道，索法拉省和相邻的马尼
卡省至少有5个行政区被洪水围困，
交通完全中断。

当地媒体报道说，“伊代”带来的
狂风暴雨目前稍有减弱，但预计未来
几天仍有降雨。莫桑比克军方正调派
人员参与救援。政府设立的临时安置
场所和食品分发中心已开始运转。

莫桑比克总统纽西18日视察灾
区后发表讲话说，受灾地区灾情十分
严重，死亡人数可能超过千人，超过
10万人面临生命危险，当务之急是不
惜一切代价抢救民众生命。

强热带气旋袭击莫桑比克造成84人死亡

新华社马普托 3 月 19 日电
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18日晚间
发布消息，提醒在莫桑比克中北
部地区的同胞注意防范洪涝灾
害。

因强热带气旋“伊代”过境给
莫中北部地区带来连日强降雨，索
法拉和马尼卡两省及邻国津巴布
韦局地24小时降雨量超过250毫
米，布齐河和蓬圭河河水暴涨，引
发大规模洪涝灾害，莫主管部门建
议有关河流沿岸和下游地区居民
立刻避让转移。

使馆提醒在相关地区的中资
企业和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强热带
气旋过境后的次生性洪涝灾害，
即刻从灾区撤离或转移至地势较
高的安全地区，避免渡河遭遇危
险或被洪水围困，保持与外界联
系，加强安全防范，保障自身生命
和财产安全。

据莫桑比克全国赈灾管理机构
18日公布的消息，强热带气旋“伊
代”自14日晚间开始袭击莫中部沿
海地区以来，已造成至少84人死亡。

17日晚，中国驻莫桑比克使
馆发布消息说，尚未接到中国公
民伤亡情况报告。18日早晨，使
馆工作组赶赴索法拉省贝拉灾
区，实地了解当地中企和华侨华
人受灾情况，开展领事保护与协
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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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飞机在“巴基斯坦日”阅兵彩排上进行特技飞行表演。
巴基斯坦将于23日迎来“巴基斯坦日”。1940年3月23日，全印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通过建立巴基斯坦

的决议。为纪念拉合尔决议，巴基斯坦政府将每年3月23日定为“巴基斯坦日”。
□据新华社

“巴基斯坦日”阅兵彩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