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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建设项目位于开发区星火路与经五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航城片区F-01-02地
块），我局于2018年5月核提该地块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2018规条字39号），规划总用地
面积63572.85㎡，地上建筑规模108070㎡，容积率1.7，建筑密度30％，绿地率35％。
2019年1月，开发区管委会致函我局，申请先行对该地块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审查，我局按程
序于2019年1月11日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对该方案进行审查，原则同意。设计单位对规
划设计方案进行修改完善，提交我局2019年1月18日第3期建设项目审批专题办公会审
查，原则同意。2019年1月23日，该规划设计方案提交市城规委专题会议审议，原则同意。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贵州省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规定，对该调整方
案进行公示，如对该调整方案有意见或要求听证的，请于公示期内将书面意见（署真实姓名
和联系地址、通讯方式）反映至安顺市自然资源局（联系电话：0851-33524308，邮寄地址：
安顺市西秀区东山路9号；邮编：561000）。

公示时间：2019年5月5日- 5月13日，7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51-33524308
联系人：马强

安顺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5月5日

安顺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开发区星火路与经五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
（航城片区F-01-02地块）规划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规划方案经济技术指标对比表

规划净用地面积(㎡)：
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地下不计容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总户数：
停车位：

住宅(㎡)：
商业(㎡)：
酒店(㎡)：

社区卫生服务(㎡)：
综合性文化中心(㎡)：

公厕(㎡)：
物管用房(㎡)：
垃圾转运站(㎡)

社区服务用房 (㎡)：

规划设计条件指标
63572.85
108070
71270
31000
5000
200
300
100
—
200

30㎡/100户
—
1.7
30%
35%
-
-

规划方案指标
63572.85
108065.55
74427.65
27577.9
4710
200
300
100
400
200
150

42400
1.7

29.89%
35.05%
432户
1184辆

变化情况
0

-4.45
+3157.65
-3422.1
-290
0
0
0
—
0
—
—
0

-0.11%
+0.05%

-
-

钱 蓉:
本院受理原告冯洁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9)黔
0402民初2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钱蓉偿还原
告冯洁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元。二、由被告钱蓉以借款本金
人民币2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从2019年1月10日
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给原告冯洁，利随本清。上述一、
二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0元，由被告钱蓉负担(该费用原告冯
洁已预交，被告钱蓉在向原告冯洁支付款项时直接向原告冯洁
支付，原告冯洁不再向本院退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顺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可在判决生效履
行期限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人民法院公告

新华社喀布尔5月3日电 阿富
汗总统加尼3日在喀布尔发表讲话，
再次呼吁塔利班组织放弃战斗，加入
和平进程，结束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大支尔格会议（大国民会
议）3日闭幕。加尼在会议闭幕讲话
中说，阿富汗政府已准备好与塔利班
代表举行谈判，地点可以是塔利班方
面希望的阿富汗任意城市。他说：

“我呼吁塔利班方面做好在阿富汗境
内进行谈判的准备，我们将为谈判提
供便利。”

大支尔格会议3日发布一份决
议，强调维护国家宪法和政治制度、在
斋月期间实施停火以及在政府和塔利
班之间开启直接对话。

加尼在讲话中说，所有阿富汗人
都渴望看到国家持久和平，会议发布
的决议是阿富汗实现和平的路线图。
阿政府将释放175名塔利班囚犯以示
善意，塔利班应尊重人民的要求，结束
战争，开启和平谈判。

约3200名来自阿富汗各地的代
表参加了此次大支尔格会议。塔利班

代表和包括阿富汗政府首席执行官阿
卜杜拉、前总统卡尔扎伊在内的多名
阿富汗政要未出席。加尼4月29日
在大支尔格会议开幕式上表示，阿富
汗政府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
况下与塔利班展开谈判，但任何谈判
都应该是“阿人主导、阿人所有”。

5月1日，塔利班代表与美国政府
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始举行新一轮谈
判。据阿富汗媒体报道，哈利勒扎德
敦促塔利班放弃暴力，加入阿富汗和
平进程。塔利班组织发言人穆贾希德
3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利勒扎德应
该放弃对喀布尔政府的支持，而不是
考虑如何解除塔利班武装。”

塔利班此前曾一再拒绝与阿富汗
政府举行谈判，表示只要阿富汗还有
外国驻军，与喀布尔政府的对话就没
有可能。4月19日，由阿富汗政府和
民间人士等组成的代表团原定将在多
哈与塔利班举行对话，但代表团的组
成人员和规模遭到卡塔尔政府和塔利
班方面的反对，谈判被迫取消。

阿富汗总统呼吁塔利班
参与和平进程

新华社内罗毕5月3日电 正在
肯尼亚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
亨特3日对媒体表示，中国为肯尼亚
和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

亨特在与肯尼亚外交部长莫妮
卡·朱马会见后的记者会上说，英国非
常赞赏蒙内铁路等中国建设的重大项
目对肯尼亚乃至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所
做的巨大贡献。

亨特和朱马表示，英肯两国将进
一步加强在贸易、地区安全和环保方
面的合作。肯尼亚是亨特此次非洲之
行的最后一站，他还访问了塞内加尔、
加纳、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

蒙内铁路是中肯合作的标志性项
目。2017年5月通车以来已累计运
送旅客 277 万人次，平均上座率达
99%，运送货物421万吨，各项经济指
标良好，超过预期。

英国外交大臣赞赏中国
为非洲发展所作贡献

新华社利马5月3日电 由美洲
14国组成的“利马集团”3日在秘鲁首
都利马举行紧急外长会议，讨论委内
瑞拉局势。会议发表声明强调，“利马
集团”支持委内瑞拉人民以和平方式
恢复国家民主。

声明要求委内瑞拉国家武装部队
成员履行其服务于国家的宪法职责，
并呼吁俄罗斯、土耳其以及所有支持
马杜罗政府的国家支持委内瑞拉的民
主过渡进程。

声明说，“利马集团”决定进行必
要的斡旋，以便吸收古巴参与寻求解
决委内瑞拉危机。声明还呼吁国际社
会和联合国协调加强与接收委内瑞拉
难民国家的合作。

4月30日，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瓜
伊多以及此前因被控策划、煽动暴力

示威活动而被囚禁的“人民意志”党领
导人洛佩斯在几十名武装军人的陪伴
下，出现在首都加拉加斯东部一个空
军基地附近。瓜伊多在现场发表讲
话，要求军队停止支持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并呼吁人民游行前往总统府
推翻马杜罗。马杜罗当晚发表电视讲
话说，委政府已挫败反对派和美国发
动的政变行动。同日，在哥伦比亚的
提议下，“利马集团”决定在利马召开
此次会议，讨论委内瑞拉局势。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危
机。1月23日，瓜伊多自任“临时总
统”，得到美国、欧洲和拉美多国承认。
为逼迫委总统马杜罗下台，美国不断通
过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施压。目前，委
政府和反对派对峙仍在持续，国际社会
呼吁以外交和政治手段和平化解危机。

“利马集团”支持委内瑞拉人民
以和平方式恢复民主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委内瑞
拉国内局势近两日总体稳定，政府呼吁
各方参加对话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3
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强调，只
有委内瑞拉人民有权决定其国家未来。

委政府宣布挫败反对派政变企图
后，该国局势近两日总体稳定。委政府
呼吁各政治党派、国家机构成员和社会
团体参加4日和5日举行的全国对话活
动，献计献策，讨论形成国家发展计划。

2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国防
部长帕德里诺·洛佩斯一起在国防部检
阅了军队。委军方重申对马杜罗的忠
诚，强调只有马杜罗是军队的“唯一指
挥官”。洛佩斯说，一些势力曾试图收

买和贿赂军队，但这些图谋不会成功。
马杜罗在阅兵仪式上强烈谴责美国策
划了未遂军事政变，要求军队团结一
致，以完全的战斗状态来应对帝国主义
的威胁。

不过，委议会主席、反对党领导人
瓜伊多3日号召其支持者4日再次举
行游行，继续要求军队停止支持总统马
杜罗。

3日，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表
声明说，普京当天应邀与特朗普进行长
时间电话交谈。在就委内瑞拉局势交
换意见时，普京强调，只有委内瑞拉人
民有权决定其国家未来，外部对该国内
部事务的干涉与试图强行更换政权的

举动会破坏政治解决危机的前景。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3日说，特

朗普当天与普京通话超过一小时，双方
讨论了委内瑞拉局势等问题。特朗普
在社交媒体上说，他与普京的谈话“富
有成效”。

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约翰·博尔顿在社交媒体上称，马杜罗
政府因为俄罗斯和古巴的支持才能继
续掌权。对此，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雷
亚萨3日在社交媒体上做出回应，谴责
美国对委内瑞拉内政和正常外交关系
的干涉，指责美国资助了委国内发生的
一系列破坏、暴力和政变活动，还对委
经济实施封锁。

4月30日，瓜伊多与一些武装军
人在首都加拉加斯东部的一个空军基
地附近企图发动军事政变。瓜伊多在
现场发表讲话，要求军队停止支持马杜
罗，并呼吁人民游行前往总统府推翻马
杜罗。马杜罗当晚发表电视讲话说，委
政府已挫败反对派和美国发动的政变
行动。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危
机。1月 23日，瓜伊多自任“临时总
统”，得到美国、欧洲和拉美多国承认。
为逼迫委总统马杜罗下台，美国不断通
过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施压。目前，委
政府和反对派对峙仍在持续，国际社会
呼吁以外交和政治手段和平化解危机。

美国升级“极限施压”对伊朗影响几何
□新华社记者 马骁 穆东

委内瑞拉局势总体稳定 俄呼吁外部势力停止干涉

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
维尔市长伦尼·柯里3日在社
交媒体推特上说，一架大型
飞机当日在该市一机场降落
时冲出跑道滑入附近一条河
中，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
无生命危险。

□据新华社

美国一架波音737客机在佛州降落时冲出跑道滑入河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日宣布，美国
将强化对伊朗核活动的限制，如果伊
朗不能满足美方要求将面临新制裁。

伊朗则设法通过加强地区外交等
行动减轻潜在伤害。分析人士认为，
虽然美国不断升级对伊朗的“极限施
压”政策，但以单边制裁逼迫伊朗的做
法恐难奏效。

“极限施压”难奏效

蓬佩奥在声明中说，自 5月 4日
起，任何帮助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在现
有反应堆基础上进行扩建的行为或是
将浓缩铀运出伊朗以换取天然铀的行
为，都可能面临美国制裁。

蓬佩奥还表示，伊朗必须停止包
括铀浓缩在内的所有可能涉及核扩散
的活动。美国也不允许伊朗存储超过
现有存量的重水。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5月宣布退
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此后陆续重
启一系列对伊制裁。今年4月以来，美
国政府宣布认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为恐怖组织，悬赏收集有关伊朗地下
金融渠道的情报信息，接着又决定不
再给予任何国家和地区继续进口伊朗
石油的豁免。

在美国终止豁免后，任何企业与
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都将面临美方制
裁。在美方施压下，各家银行也很难
再处理涉及伊朗石油交易的业务，甚
至运送伊朗石油的船只也可能遭到美
国海军查扣。

截至目前，伊朗国内各类生活物
资供给尚处于正常状态，但美国升级
制裁的举动将给伊朗经济造成冲击。
如果今后一段时间无法通过出口石油
获取外汇收入，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
伊朗经济体系将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认为，外
部制裁会造成伊朗经济困难，但拥有丰
富资源的伊朗从外部困是困不死的。

地区外交有成效

面对美国的全面封堵，伊朗政府
近期作出一系列强硬表态。伊朗外长
扎里夫此前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
讯社采访时说，伊朗正在考虑一系列
反制措施，包括退出核不扩散条约。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表示，
若敌人敌意升级，伊朗有能力封锁霍
尔木兹海峡。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伊朗
问题专家陆瑾认为，美国单方面退出

伊核协议遭到国际社会谴责，若伊朗
退出伊核协议和核不扩散条约，回到
此前生产高浓度浓缩铀的道路，甚至
开发核武器，可能招致一系列严重后
果，这一点伊朗政府非常清楚。

与此同时，伊朗在中东积极争取
地区国家的支持。伊朗外长扎里夫5
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亚洲合
作对话会议期间表示，愿与地区国家
发展友好关系。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
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1日
批评美国试图“清零”伊朗原油出口，
称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不明智”，
呼吁以对话方式化解危机。土耳其外
长恰武什奥卢2日说，土耳其“短期内”
离不开伊朗原油。上月6日，伊朗总统
鲁哈尼向到访的伊拉克总理阿卜杜
勒-迈赫迪表示，伊朗将继续向伊拉克
出口天然气和电力，两国银行间将加
强合作。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伊拉克、土耳
其、卡塔尔等国积极为伊朗提供便利，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效果存疑。

军事部署意在威慑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问题专家刁大

明认为，在中东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有
三大目标：彻底消灭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维持美国在中东事务和国际石油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防止中东出现反
美主导力量，后两个目标都与伊朗
有关。

“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在这三大目
标上尽快有个交代，不仅事关美国利
益，也事关特朗普2020年竞选连任的
选情。”刁大明说，这也是美国政府近
来不断加强对伊朗施压的重要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近来，美国已在地
中海部署了“约翰·斯坦尼斯”号和“亚
伯拉罕·林肯”号两个航母打击群。同
时，美军在北大西洋海域还有“哈里·
杜鲁门”号和“艾森豪威尔”号两个航
母打击群，在海湾地区还长期部署着
一支两栖快速反应部队。

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美伊紧张
关系升级的情况下，美军向中东方向
增加部署，更多意在威慑伊朗，而不太
可能真要发动军事打击。毕竟，美军
身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的教训
十分深刻。而且，美伊冲突可能给国
际油价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战争本
身的高昂代价都不是准备谋求连任的
特朗普此时所希望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