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塘村北地块已列入 2021 年度土地出让计划。因
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地块出让前对上述地块内的电
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
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相关设施。请相
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北仑区土
地储备中心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
区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
属单位自行承担。

附图：
联系人：杜理科
联系电话：89384385
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四明山路 700

号太河商务楼 508 室
宁波市北仑区土地储备中心

2021年8月26日

高塘村北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滨江新城核心区 22#地块已列入 2021 年度土地出
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地块出让前对上述地
块内的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
设施进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相关设
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
北仑区土地储备中心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
的，视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
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附图：
联系人：杜理科
联系电话：89384385
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四明山路 700

号太河商务楼 508 室
宁波市北仑区土地储备中心

2021年8月26日

滨江新城核心区22#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大润发北商服地块已列入 2021 年度土地出让计
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地块出让前对上述地块内
的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
进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相关设施。
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北仑
区土地储备中心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
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
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附图：
联系人：杜理科
联系电话：89384385
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四明山路 700

号太河商务楼 508 室
宁波市北仑区土地储备中心

2021年8月26日

大润发北商服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因鄞县大道（同德路-镇岚路）改造提升工程施工
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
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将鄞县大道与创新路路口临时交通
管制延期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具体措施如下：

一、鄞县大道与创新路路口北口封闭，禁止一切机
动车通行，行人及非机动车可在施工区域两侧通行，不
受管制限制。

二、受管制影响的机动车请通过钱湖北路和沧海路
绕行。

三、公交绕行方案按照2021年第55号公告执行不变。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受交通管

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选择好出行线路，遵照现场
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宁波市鄞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8月26日

关于鄞县大道和创新路口施工期间
交通管制延期的公告

（2021年第66号）

因金甬铁路动走线工程施工的需要，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
定，决定对百宁街 （永达路-兴宁路） 进行交通管
制，自 2021年9月3日起至2022年4月30日，0:00-24:00,
禁止一切车辆、行人在百宁街 （永达路-兴宁路） 上通
行。

受限车辆和行人请绕行沧海路，请社会各界和广
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
民请提前选择好出行线路，遵照现场交通标志指示通
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1年8月26日

关于金甬铁路动走线工程（百宁街）
施工期间交通管制的公告

（2021年第67号）

受宁海县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对下列房地产进行
公开拍卖，具体如下。

一、标的：坐落在宁海县湖东花园、大名花园、天明花园、方园
小区 28 套套房，建筑面积 101.38㎡—141.51㎡不等，起拍价 126.40
万元—184.60 万元不等，标的拍卖保证金 10 万元/套。

二、本次拍卖为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不到保留价不成交。
三、本次拍卖的房屋可协助办理银行按揭贷款。
四、标的看样时间：2021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23 日。
五、报名条件：自然人请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请持营业执照副

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报名手续。
六、报名时间、地点：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9 月 23 日

下午 4 时前到宁海县桃源街道金水东路 5 号行政服务中心 5 楼县
产权交易中心 511 室办理竞买手续。

七、拍卖时间、地点：2021 年 9 月 24 日下午 2:00 在宁海县国际
会展中心（金水路 299 号）三楼宁海厅（由东面广场进）。

八、标的保证金收妥抵用（即到账）截止时间为办理竞买手续
前向宁海县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押金专户（开户银行：农行宁
海支行营业部，账号：39752001040015883）提交。

出让标的详细信息，受让条件和报名手续等详见宁海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ninghai.bidding.gov.cn（未尽事宜具体
详见专场拍卖资料）。

联系电话：0574-65131829、65131686 0574-89289527
宁海县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浙江艺海拍卖有限公司

房屋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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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喀布尔8月24日电（法
里德·贝赫巴德） 阿富汗塔利班发
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 24 日表
示，美国必须在 8 月 31 日前撤出所
有军队和人员。

穆贾希德当天在记者会上还表
示，不希望看到阿富汗民众离开自
己的国家，美国应改变鼓励阿富汗
人离开的政策。他同时呼吁在喀布
尔机场外等待的阿富汗民众回家，
并承诺将保证他们的安全。

穆贾希德说，塔利班正在同包
括美国使馆在内的各国使馆接触，
以维持外交关系。他说，不希望驻
喀布尔的外国使馆关闭或停止工

作，并承诺将保证各国外交使团的
安全。

另据阿富汗亚利安那新闻社报
道，塔利班消息人士在接受美国

《外交政策》 杂志采访时说，塔利
班将组建一个由 12 人组成的委员
会管理国家，成员包括塔利班政治
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塔利班创
始人奥马尔的长子穆罕默德·雅各
布、塔利班高级成员哈利勒·拉赫
曼·哈卡尼以及阿富汗前总统卡尔
扎伊、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
主席阿卜杜拉、阿富汗伊斯兰党领
导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等
人。

要求美国8月31日前撤出所有军队和人员

阿富汗塔利班将组建
12人委员会管理国家

据新华社日内瓦 8 月 24 日
电 8 月 24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召开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中国、
古巴、委内瑞拉、伊朗等国代表指
出，美国等军事干涉给阿富汗人民
带来深重灾难。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表
示，阿富汗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
择。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平、稳
定和秩序。阿富汗平民和在阿外国
公民的安全和利益必须得到保障，
驻阿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权益不
可侵犯。中方注意到，阿富汗塔利
班多次公开表示要解决人民面临的
问题，满足人民的愿望，致力于构
建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并已宣
布赦免前政府工作人员，承诺保障
妇女言论自由、就业和接受教育等
权益。

陈旭表示，中方鼓励并希望阿

富汗塔利班将其积极表态落到实
处，同阿富汗各党派、各民族团结
起来，尽快通过对话协商建立符合
阿富汗自身国情、得到人民支持、
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施行温和稳
健的内外政策；遏制各类恐怖主义
和犯罪行径，确保阿富汗局势实现
平稳过渡，让饱受战火之苦的阿富
汗人民能够尽快远离战乱，重建美
好家园。

陈旭表示，美国等打着民主、
人权旗号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
涉，将自身模式强加给历史文化及
国情截然不同的国家，严重损害有
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给这些
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教训不可
谓不深刻。事实再次证明，用强权
和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没有出路，只
会给地区安全稳定和当地人民人权
造成严重伤害。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等国军队在阿富汗侵犯人权问
题必须受到追究。

多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指出

美国等军事干涉
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新华社记者

美国总统拜登 24 日在白宫发
表讲话说，从阿富汗撤离的行动过
去 10 天取得“显著进展”，美方正
努力争取在 8 月 31 日前完成撤离行
动。美国连日来加速在阿富汗的撤
离行动。随着 8 月 31 日撤离最后期
限临近，以及塔利班拒绝延迟撤军
时间，美国能否如期完成撤离实际
上充满悬念。

24 日早些时候，英法等国在
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要求美国
延长单方面决定的 8 月 31 日完全撤
军的期限，原因是需确保所有外国
公民和曾经支持北约行动的阿富汗
人撤离，但未得到美方回应。

拜登今年 4 月宣布，驻阿美军
5 月 1 日开始撤离，9 月 11 日前完
全撤出。7 月他又表示，美国在阿

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 8 月 31 日结
束。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塔
利班发动猛攻，15 日进入并控制
喀布尔。阿富汗局势急转直下超过
美方预期，令美国及其盟友在撤离
问题上准备不足，出现裂痕。

尽管拜登在 24 日的讲话中维
持 8 月 31 日撤离的最后期限，但他
同时要求制定应急方案，以便必要
时调整时间表。他表示，撤离行动
能否按期完成取决于阿富汗塔利班
的配合。

据美国媒体 24日报道，美国中
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 23日与
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
在喀布尔秘密会晤，会晤内容可能
涉及美军在阿富汗部署期限一事。

对于美国的延期想法，塔利班
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 24 日
表示，美军目前控制着阿首都喀布
尔机场，美国必须在 8 月 31 日前撤

出所有军队、承包商和人员，这一
期限不会延长。

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
办事处发言人苏海勒·沙欣此前表
示，延长撤军期限将导致塔利班和
美方之间的不信任，如果美军意图
继续占领阿富汗，塔利班将作出

“回应”。
目前阿富汗塔利班允许美国人

撤离，但此前与美方合作的阿富汗
人在撤离时遇到困难。分析人士认
为，美方撤离的阿富汗人中包括翻
译、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在塔利班
看来，美国正把阿富汗的“专家”
带离阿富汗，这也可能成为塔利班
拒绝延长撤离期限的一个原因。

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后，大批为美国和北约工作的阿富
汗人涌至喀布尔国际机场，希望搭
上美军飞机撤离。据阿富汗媒体报
道，8 月 15 日以来，喀布尔机场撤

离乱局引发的枪击和踩踏事件造成
至少 20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目前，大约 6000 名美国军人
在喀布尔机场维持撤离秩序。由于
美军难以确保个人前往机场的通行
安全，等待撤离的人员是集合后由
美军接到机场。据美国防部多名不
公开姓名的官员透露，8 月 31 日完
成撤走所有在阿美国公民“需要几
乎每件事都进展顺利”。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
克·沙利文 23 日说，美方“每天
通过政治和安全两方面渠道与塔利
班对话”。“我们认为从现在到 31
日有足够时间撤出任何希望离开的
美国人。”

然而，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
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亚当·希夫 23
日对媒体记者说，考虑到仍需撤走
的美国人和阿富汗人数量，美国在
8月31日完成撤军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期撤离，盟友不愿意 推迟撤离，阿塔不同意

美能否从阿如期撤出悬念多

8月22日，人们在阿富汗首都喀
布尔国际机场排队登上美国军用飞机
离开。 （新华社发）

离开喀布尔

据新华社伦敦8月24日电
记者 王慧慧 许凤

七国集团领导人 24 日召开视频会议讨论阿富汗
局势。会后不久，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方正努力争
取在 8 月 31 日前完成撤离行动，全然不顾英法等国对
延长这一期限的要求。除了撤离时间问题，在阿富汗
难民问题上，美国也与盟友们分歧巨大。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危机让七国集团“很受
伤”。虽然这次会议七国依然共同发声，但其内部裂
痕却越来越深，盟友们对美国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

撤离问题是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会后发表的声

明说，七国集团对阿富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各方
保持冷静克制，确保阿富汗人和在阿外国人的安全，防
止出现人道主义危机。当务之急是确保七国公民以及过
去 20 年来与七国合作的阿富汗人安全撤离。

据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前都
要求美国延长单边做出的 8 月 31 日完全撤离的决定，以
确保所有外国公民和曾支持北约行动的阿富汗人撤离。
但他们并没有等来期待的答复。拜登 24 日在白宫发表
讲话时说，美国的目标是在 8 月 31 日前完成从阿富汗撤
离的行动。

美国 《纽约时报》 在报道中说，此次会议在跨大西
洋同盟关系处于紧张的时刻召开，英国等其他盟友因美
方缺乏与其在撤军时间和策略上的协商而倍感挫折。

德国联邦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诺贝特·勒特根说，
阿富汗行动的失败恐将对德美关系产生广泛后果，这是

“道德和政治上的失败”。他认为，美国没有与盟友共同
进退，美国本至少可以在撤离行动上与盟友合作，美国
单方面设定的 8 月 31 日前完成撤军的目标不合理，导致
了阿富汗危机。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日前接受法国 《星期日报》 采访
时说，法国已要求美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确保侨民和
生命受威胁的阿富汗人的撤离工作能够完成。他认为美
国在撤离问题上和盟国的协调应更加有效。

美国不仅在撤离期限上一意孤行，让欧洲盟友们心
灰意冷，还在难民问题上与欧洲国家存在巨大分歧。不
少欧洲媒体指出，美国推卸责任的做法让盟友难以接
受。

意大 利 《防 卫 报》 网 站 刊 文 说 ， 在 拜 登 的 表 态
中，只有那些为美国工作且无犯罪记录的阿富汗人可
以入境美国，这意味着美方接收难民的数量将十分有
限，绝大部分人员将由欧洲国家接收入境。美方的行
为在阿富汗人民遭受的苦难和欧美良好的盟友关系面
前不可接受。

阿富汗危机令七国集团“内伤”不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