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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1-8211345 6125601
地址:城中区西大街8号世贸大厦13楼

◆周一至周五：100元/块·天，两天以上90元/块·天（限22个字）◆周六至周日：90元/块·天，两天以上80元/块·天（限22个字）
◆行信息：60元/行·天，周六、日50元/行·天（限10个字） ◆遗失类广告（证照）：不分周六周日均为90元/块·天（限22个字）

★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9997486330 ★★ 市区免费上门服务 ★

青海千仙居陵园
风水宝地千仙居，人生百年后花园
4000130095 葛15597009773 付13007767962

凤凰山公墓、南陵公墓
环境优美，骨灰免费寄存，草坪墓园
电 话 ： 13897588177 13007716995
17716005119地址：南山公园东侧

西宁颐宁公墓
地址：城西区羚羊路直上山电话：0971-6308997、6300721
园林化设计、人性化服务

旺铺出租
新宁路新宁花苑，临街铺面778㎡、
1870㎡、2096㎡招租，交通便利位
置佳，业态不限，价格从优，可带项
目合作。13897582662张先生

写字楼出租、出售
中心广场北广场对面，长江路高层写字楼出租、出售，
15000㎡，价格面议。电话：13897582662张先生

银鹰招聘
男女押运员、驾驶员、交接员各30名，工作
地点:西宁、海东、海西。电话:5209302

专业通下水
15297091140
清理化粪池

当地时间 5月 1日，乌克兰总统官
方账号发布消息称，泽连斯基在基辅
会见到访的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
西。这是继 4月 2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和防长奥斯汀之后，乌克兰接待的
又一位“重量级”美国政客。

佩洛西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访乌
的最高级美国政要。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认为，此次访问标志着美国最高
领导层对支持乌克兰的重大承诺。

佩洛西：美国坚定地与乌
克兰站在一起

作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访问乌克
兰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佩洛西此次
行程并没有提前公开。

双方会面之后，乌克兰总统官方
账号才发布视频：画面中，泽连斯基在
武装护卫的陪同下走出总统办公室，
身着亮蓝色西装的佩洛西则率团从基
辅的街道上迎面走近。

佩洛西表示，“代表团前往基辅是
为了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准确无误的信
息——美国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
起”。并承诺“在战斗结束之前一直陪
伴在乌克兰身边”。

泽连斯基则回应称，“美国是大力
支持乌克兰的领导者”，对佩洛西发出
的支持信号表示感谢。

据悉，佩洛西是俄乌冲突爆发以
来访乌的最高级美国政要。在美国总
统继任顺序中，众议院议长排在副总
统之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此
次访问标志着美国最高领导层对支持
乌克兰的重大承诺。

高官密集出访，美国传递
什么信号？

佩洛西访乌前不久，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曾于 4月 24
日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俄罗斯
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两个月来，美国政
府首次正式派高官访问乌克兰。

此访之后，美国国务院 4 月 25 日
发布声明公开一系列援乌措施，包括
提供外交支持、资金援助以及出售军
火等。声明显示，美国将向乌克兰和
中东欧及巴尔干地区 15 个北约盟友
和伙伴国家提供总额超过 7.13亿美元
的军事援助资金。其中，乌克兰将获
得逾 3.22 亿美元，用于增强该国作战
能力。

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近期援
乌动作还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 4
月 28 日以压倒性投票通过了对乌军
事援助租借法案，以更快地向乌克兰

提供军事援助。法案在 1941 年由时
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成立，意指帮
助盟军对纳粹德国。

同一日，美国总统拜登还要求国
会批准新一轮总值 330 亿美元援乌拨
款。其中逾 200 亿美元用于武器弹药
等军事援助，85 亿美元用作直接经济
援助，另有 30 亿美元则为人道援助资
金。佩洛西 4 月 29 日就援助方案说：

“这是历史性的，我们希望尽快通过这
个法案。”

对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批评西方国家意图向乌克兰提供重型
武器，将威胁欧洲安全。俄外长拉夫
罗夫 4 月 30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基辅政权的西方支持者们的好战
言论和煽动性行动”阻碍了谈判，使谈
判进程复杂化，“只有基辅政权遵循乌
克兰人民而非‘远程顾问’的利益时，
俄乌才有可能达成协议”。

据新华网报道

佩洛西突访乌克兰释放什么信息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
夫 5月 1日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说，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已经
委身于这一事实，即他们的‘一家之
主’在华盛顿”，他们认为唯一值得做
的就是“只听美国的话”。

拉夫罗夫当天接受意大利梅迪亚
塞特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而在华盛
顿，他们已经决定世界现在必须是单
极的。”

拉夫罗夫在采访中谈及俄乌冲

突、西方国家对俄制裁等话题。他指
认美国和加拿大训练“新纳粹分支”，
提及有报道确认美国和加拿大人“在
为乌克兰筹备极端激进的新纳粹分支
中扮演主要角色”。

俄罗斯方面指认“亚速营”是新纳
粹军事组织，对乌克兰东部亲俄民众
犯下杀戮罪行。美军 2015 年派大约
300 名伞兵培训乌克兰国民卫队时，

“亚速营”成员赫然在列。西方媒体当
时承认，该组织饱受争议，因使用纳粹

相关标志招致批评。
就俄罗斯暂停向欧洲部分国家供

应天然气一事，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
通过制裁手段，迫使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只能把超过 3000 亿美元
存在西方国家银行账户，“他们想要

‘惩罚’俄罗斯，所以就把（3000 亿美
元）偷走……那些钱大部分是石油和
天然气货款”。他说，俄方现在要求以
卢布方式结算天然气，“这样不会被偷
走”。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5月 1日表示，
俄罗斯不会赶在 5 月 9 日卫国战争胜利
日前人为结束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
动。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5 月 1 日发布
的消息，拉夫罗夫说，在乌克兰特别军事
行动的进展首先取决于“必须将对平民
和俄军人员的风险降至最低”。他表示，
俄罗斯不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投
降，而是要求他下令释放所有平民并停
止抵抗。俄方的目标“不包含使乌克兰
发生政权更迭”。

泽连斯基 5 月 1 日在社交媒体发文
称，联合国代表和乌方工作组正努力从
马里乌波尔市亚速钢铁厂撤离更多平
民，当天首批 100 名撤离人员将被送往
扎波罗热市。根据之前乌官方报道，目
前在亚速钢铁厂内约有 1000 名当地妇
女、儿童和老人。

俄罗斯国防部 5月 1日说，俄军从亚
速钢铁厂解救出 80 名平民。据俄国防
部网站消息，俄军在“静默模式”下开辟
了一条人道主义走廊，以安全疏散平
民。所有被解救人员都撤到了顿涅茨克
别济缅诺耶居民点，并在那里获得了住
宿、食物和必要的医疗救助。对有意愿
前往乌克兰当局控制地区的人，俄军已
将他们移交给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的代表。

俄罗斯国防部 5 月 1 日公布了乌方
炮击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基谢廖夫卡村
和什罗卡亚巴尔卡村的视频。俄国防部
说，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炮击了基谢廖
夫卡村的学校和幼儿园，造成建筑物严
重受损和人员伤亡。此外，乌方还炮击
了什罗卡亚巴尔卡村附近的墓地。炮击
导致两个村庄部分民居断电。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5
月 1 日通报说，俄军使用“缟玛瑙”高精
度导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地区的
军用机场，机场跑道和一处存放有来自
美国和欧洲国家武器弹药的机库被摧
毁。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州击落了
乌空军两架苏-24M轰炸机。

据新华社电

首批平民
撤离亚速钢铁厂

拉夫罗夫批北约和欧盟“臣服”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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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到访的佩洛西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到访的佩洛西。。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