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耶路撒冷3月23日电 以
色列23日举行第24届议会选举，共有
38个政党和党派联盟角逐议会120个
席位。这是以色列两年内举行的第四
次大选。

此次议会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23
日7时至22时举行。以色列中央选举
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有投票资
格的选民约为658万，全国共设13685
个投票站，其中751个投票站为新冠疫
情中的感染者或接受隔离人员而设立。

以色列媒体公布的选前民调结果

显示，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
德集团有望获得30个席位。

以色列议会实行一院制，共有120
名议员。法律规定，获得议会半数以上
议席的政党可单独组阁。由于中小党
派林立，以色列历史上从未出现单一政
党组阁的情况。2019年4月以来，以色
列已举行了三次议会选举，前两次均组
阁失败。利库德集团和中间派大党蓝
白党2020年5月组成联合政府打破了
组阁僵局，但双方因分歧严重合作破
裂，议会于同年12月宣告解散。

以色列再次举行议会选举

新华社贝鲁特3月22日电 黎巴
嫩总统米歇尔·奥恩与候任总理萨阿
德·哈里里22日再次就组阁问题举行会
谈，但未取得任何突破。

哈里里在约20分钟的会谈结束后
对媒体记者说，奥恩21日晚提出了按教
派和党派分配职位的组阁方案。这一
方案可使奥恩阵营在内阁中获得三分
之一否决权，这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总
统组阁也是违宪的，因此他在会谈中拒
绝了奥恩的方案。

此前，哈里里和奥恩就组阁问题举
行过17次会谈，由于双方在新政府部长

人数、职位分配和否决权等问题上不能
达成一致，组阁问题一直陷入僵局。

哈里里于去年10月被任命为新总
理。几个月来，哈里里和奥恩阵营之间
就总统在组阁过程中的作用一直存在
分歧，双方对宪法各有解读。

黎巴嫩实行的是教派分权体制，
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分别由基
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伊斯
兰教什叶派人士担任。新冠疫情暴
发以来，黎巴嫩经济困境日趋恶化，
公共债务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物
价不断飙升。

黎巴嫩总统和候任总理
的组阁会谈未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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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蓝森家居产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刘德忠与保罗蓝森家居产业有限公司、齐庆文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
(2020)黔0402民初34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保罗蓝森家居产
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德忠装修材料款人民币73352
元。二、被告齐庆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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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安顺经开区领秀山水建设项目位于开发区经一路与杨湖
一路交叉口东北侧（杨湖片区B-03-01）地块，建设单位为安
顺中隆盛达华茂置业有限公司。

该项目用地已取得土地不动产权证及发改部门备案，经我
局按程序审查，原则同意该规划设计方案。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按程序将规划设计方案进行
公示，如对该公示有意见或要求听证的，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

形式提交至安顺市自然资源局法规科，并附相关身份及利害关
系人证明。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如下：
规划用地面积49929.2㎡（其中净用地41126.2㎡、代征

代拆代建道路8803㎡），容积率2.39，建筑密度29.95%，绿地
率 35.57%，总建筑面积 126547.53㎡，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98203.58㎡（全部计容，含住宅85053.83㎡、商业3879.73㎡、

农贸市场3001.19㎡、6班幼儿园1708.49㎡、社区卫生服务站
201.42㎡、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344.03㎡、垃圾转运站204.69
㎡、独立公厕 66.33㎡、社区服务用房 284.19㎡、物管用房
372.35㎡、消防控制室134.88㎡、住宅储藏室2952.45㎡），地
下建筑面积28343.95㎡（不计容，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停
车位884个（地下机械车位259个，地下普通停车位625个），
总户数664户。

公示时间：2021年3月24日至4月1日，7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51-33283625
联 系 人：余 治
详情请登陆安顺市自然资源局网站查询
（网址：http://zrzyj.anshun.gov.cn）

安顺市自然资源局
2021年3月23日

南山河畔城市森林花园住宅项目“原安国用（2015）第613
号、614号地块”位于西秀区龙宫大道与火十三路交叉口西南
侧地块，原属于安国用（2015）第613号、614号地块，建设单位
为安顺顺中置业有限公司。

原市城乡规划局于2009年、2011年核提规划设计条件，
安顺顺中置业有限公司于同年取得土地使用权。后由于安紫
路规划扩建、贯城河河道改线，导致两个地块用地面积和范围
与规划设计条件发生较大变化，西秀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该地
块规划设计方案提交我局审查。我局按程序组织审查并报市

政府批准后，我局于2020年3月重新核提了该地块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

2020年9月23日，建设单位申请将该项目地块纳入城市森林
花园建筑试点项目，经西秀区政府及我局审查，并报市空规委专题
会审议，原则同意将该项目纳入城市森林花园建筑试点项目。

2020年11月30日，该项目取得西秀区发改局备案文件，
项目名称为“南山河畔城市森林花园住宅项目”，项目单位为安
顺顺中置业有限公司。

经我局对规划设计方案按程序进行审查，原则同意。现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按程序将该方案
进行公示，如对该公示有意见或要求听证的，请于公示期内以
书面形式提交至安顺市自然资源局法规科，并附相关身份及利
害关系人证明。

规划设计方案指标为：规划净用地面积38669㎡，容积率
2.199，建筑密度21%，绿地率35%，总建筑面积114870.21㎡，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85040.21㎡（全部计容，含商业1216.21、住宅
82314㎡、物管用房340㎡、社区服务用房220㎡、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300㎡、托老所350㎡、社区卫生服务站200㎡、公厕100

㎡）、地下建筑面积29830㎡(全部不计容，为地下车库及设备用
房)；总户数748户，总停车位811辆（地上20辆、地下791辆）。

公示时间：2021年3月24日至4月1日，7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51-33283625
联 系 人：余 治
详情请登陆安顺市自然资源局网站查询
（网址：http://zrzyj.anshun.gov.cn）

安顺市自然资源局
2021年3月24日

安顺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南山河畔城市森林花园住宅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调整公示

安顺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安顺经开区领秀山水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人民法院公告

“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巴基斯坦执
政党正义运动党首席召集人赛义夫拉·
汗·尼亚齐日前在伊斯兰堡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将
忘我地为增进中国人民福祉而工作。”

“献身人民事业，努力增进人民福
祉，只有无私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习
近平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人民至上’理
念的践行者。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需要这
样的领导人。”尼亚齐说。

尼亚齐1996年加入刚成立不久的
正义运动党，现任该党“二把手”。2019
年3月，正义运动党主席、巴基斯坦总理
伊姆兰·汗任命尼亚齐担任该党首席召
集人，负责各地党组织建设、制定党的政
策、完善党的章程等。

正义运动党正在抓紧筹建自己的第
一所党校。尼亚齐告诉记者，这是正义
运动党学习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
一项重要举措。

尼亚齐说，同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有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许多方面值
得正义运动党学习。他说：“在许多场
合，我记得的就不下10次，只要提到脱
贫和体制改革等具体事务，伊姆兰·汗总
理总会强调要学习中国的经验。”

“一个国家，是上下齐心走向繁荣发
展，还是陷入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执政党的领导。”尼亚齐这样认为。

走过百年光辉历程的中国共产党，
坚持从严治党，植根人民群众，始终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尼亚齐从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共产党
的观察与接触中发现，这些品质“让中国
共产党赢得中国人民的充分信任，这种
信任又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作出更
多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
的一大原因。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脱贫攻
坚、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等方面取得的奇
迹般成就，尼亚齐赞叹不已。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
任务。如此巨大的脱贫成就让尼亚齐感
到钦佩，而更让他肃然起敬的，是中国共
产党实现自身承诺的决心。

2020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都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发展严重
受挫。尼亚齐看到的是，拥有14亿人的
中国防疫压力巨大，尽管如此，中国共产
党仍带领中国取得堪称典范的抗疫成
就，并如期赢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我们看到，无论疫情多么严重，都
不能阻碍中国共产党实现向中国人民作
出的脱贫承诺。”他说。

尼亚齐说，他曾和很多中国共产党
党员干部有过交流。“我从他们口中听
到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发展故事，
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他
说：“但是百闻不如一见，我期待疫情好
转后能尽快前往中国，亲眼看一看中国

的发展。”
在尼亚齐看来，中国共产党考虑的

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还愿与世界上
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他说，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及其他全球性挑战，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为全球带来团结一
致，“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增强不同地
区的互联互通。

谈及两党交往，尼亚齐说，正义运动
党多年来一直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
关系，两党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交
流，共同努力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

尼亚齐说，巴中两国是“铁哥们”，正
义运动党政府高度重视推进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因为“走廊项目对巴基斯坦的未
来至关重要，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巴中
两国关系”。

“我们以巴中两国拥有互信和坚实可
靠的关系为荣。在两国交往中，相互尊重
和共同利益总是被摆在首位。”尼亚齐这
样评价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新华社拉巴特3月22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中东地区记者报道：22日，中
东地区新冠疫情继续蔓延，土耳其、以
色列、摩洛哥等多个国家继续推进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

土耳其卫生部官网22日的数据显
示，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2216例，
累计确诊3035338例，累计死亡30178
例，累计治愈2844681例。截至当日，
土耳其总计接种了超过1348万剂次新
冠疫苗，超过808万人接种了第一剂疫
苗，超过540万人接种了第二剂疫苗。

以色列卫生部22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该国当天新增确诊病例974例，
累计确诊828672例，累计死亡6102
例，累计治愈807341例。截至22日，
以色列已累计逾518万人接种了新冠
疫苗，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5.7%。

摩洛哥卫生部22日更新的数据显
示，该国当天新增确诊病例125例，累计

确诊491834例，累计死亡8769例，累
计治愈479557例。截至当天，该国已
有超过426万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
苗，超过251万人接种了第二剂疫苗。

突尼斯卫生部22日宣布，该国当
天新增确诊病例 217 例，累计确诊
245923例，累计死亡8569例，累计治
愈213106例。截至21日，全国新冠
疫苗接种人数总计12496人次。卫生
部22日还宣布，正式启动75岁以上人
群的疫苗接种工作。

巴勒斯坦卫生部22日报告，全国
新增确诊病例 2338 例，累计确诊
254006例，累计死亡2708例，累计治
愈226203例。卫生部说，各地民众接
种新冠疫苗的积极性非常高，各地医院
将以公平、透明的方式，继续推进接种
工作。医护人员、75岁以上老人等优
先接种疫苗。迄今，巴卫生部已收到由
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

施计划”提供的首批6.2万剂疫苗。
伊朗卫生部22日通报，该国当天

新增确诊病例 7357 例，累计确诊
1808422例，累计死亡61877例，累计
治愈1549649例。在当前疫苗接种尚
未全面铺开的情况下，伊朗卫生部门
呼吁民众避免不必要出行。

科威特22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330例，累计确诊220455例，累计死
亡1233例，累计治愈204978例。科
政府当天宣布，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
入境科威特后可免于集中隔离14天，
但需居家隔离7天，并在第七天时进行
核酸检测。

还有一些国家22日更新了累计
新冠确诊病例数：伊拉克798547例，
约旦 544724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42226例，黎巴嫩441404例，沙特阿
拉伯385424例，埃及196061例，卡塔
尔174228例，阿尔及利亚116255例。

新华社内罗毕 3月 22日
电 综合新华社驻非洲地区记
者报道：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非洲
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4116865
例，累计死亡109922例，累计
治愈3683840例。多国继续推
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肯尼亚
正在经历第三波新冠疫情，近
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屡创新高。

当前累计确诊病例数居非
洲前几位的国家包括南非、摩
洛哥、突尼斯、埃及和埃塞俄比
亚。南非报告的累计确诊和累
计死亡病例数最多，分别达
1537852例和52111例。

津巴布韦副总统兼卫生部
长奇温加21日晚宣布，津巴布
韦将于24日启动第二阶段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接种对象包
括学校教职员工、旅游和烟草
等行业从业人员。津卫生部数
据显示，截至22日晚，该国已
有43294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肯尼亚卫生部22日数据
显示，该国过去一天送检的
5119个样本中有1130个呈阳
性，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已从1
月份的2%上升至22%。至此，
肯 尼 亚 累 计 确 诊 病 例 达
122040 例 ，累 计 死 亡 2023
例。肯卫生部长穆塔希·卡圭
当天表示，政府将尽全力保障
重症监护室和隔离病床数量。

赞比亚卫生部长乔纳斯·
昌达22日表示，该国当天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86例，是该国自
去年12月底暴发第二波疫情
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
低于百例，表明疫情好转。但
他同时警告，所有民众仍须严
格遵守防疫措施，以防在6、7
月份寒冷季节来临时暴发第三

波疫情。截至 22 日，赞比亚累计确诊
86535例，累计死亡1182例。

几内亚比绍22日报告累计确诊病例
3568例，累计死亡55例，累计治愈2870
例。几内亚比绍抗击新冠疫情高级委员会
当天表示，预计将在4月第一周开始为首
都比绍的医护人员接种新冠疫苗。该国已
收到南非一家电信运营商捐赠的1.2万剂
阿斯利康疫苗，预计可以为6000名医护人
员接种。

3月22日，在墨西哥克雷塔罗市埃尔马克斯产业园，完成灌装的康希诺疫苗被装上运输车。
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康希诺公司联合研发的首批新冠疫苗22日在墨西哥中部克雷塔罗州

完成灌装，并在中墨双方举行的交接仪式后运送到墨政府指定的疫苗存放地。 □据新华社

新华社利雅得3月22日电 沙特
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2日在利雅得
宣布，沙特提出一项也门和平倡议以结
束也门危机。也门联合政府对这一倡
议表示欢迎。

费萨尔当天在记者会上公布了沙
特有关全面结束也门危机的和平倡议，
内容包括在联合国监督下实现也门境
内全面停火，重新开放也门首都萨那国
际机场，允许船只和货物进出荷台达
港，也门各方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始磋商
以达成政治解决冲突的方案等。

费萨尔说，该倡议旨在解决也门人
道主义和经济危机，结束也门人民的苦
难。他呼吁也门联合政府和胡塞武装
接受该倡议。

费萨尔还谴责胡塞武装针对沙特
境内石油设施和平民目标的袭击，表示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将继续支持也门
总统哈迪领导的联合政府。

也门联合政府外交部22日发表声
明，欢迎沙特提出的全面停火、重新开
放萨那国际机场和支持重返政治谈判
的倡议。声明说，该倡议回应了国际
社会有关“结束也门人道主义苦难”的

呼吁，同时将考验胡塞武装对于和平
的诚意。

同一天，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
勒-萨拉姆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
视台发表声明说，这一倡议“毫无新
意”，沙特必须停止对也门的封锁。

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
与费萨尔通电话，讨论了美沙两国合作
以支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里菲思
和美国政府也门事务特别代表伦德金
为结束也门冲突所做的努力。美国国
务院副发言人波特同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美方欢迎沙特和也门联合政府
对也门停火和政治进程的承诺。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
都萨那，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区。2015
年3月，沙特阿拉伯等国对胡塞武装发
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
2018年12月，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政
府和胡塞武装就荷台达停火、战俘交换
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但不久双方就互
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美国新政
府上台后多次表态要结束也门战事。
此外，美方已不再支持沙特主导的多国
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

沙特提出也门和平倡议
也门联合政府表示欢迎每个国家都需要“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领导人

——巴基斯坦执政党首席召集人尼亚齐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新华社记者 李浩 刘天 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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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疫情仍在蔓延 多国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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