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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郑上路仓库租 15333830725
●二七广场亚细亚五楼租观

光电梯直达700㎡ 15911675385
●繁华商圈一层商铺和商务楼

快捷酒店租 15639000089
●东风路天旺广场西临街门

面房租售 63935024；63820170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
商场整体出租 15838169002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七栋独立楼宇及临街店面

整租分租 63212135,63212136
●平原新区大型标准化厂房

招租 25000 ㎡，13603849974
●460㎡餐饮办公13007611494
●文化路2400㎡租13525519130
●火车站大同路商铺 2000㎡
13700883828/18236969555
●北二七路邻丹尼斯旺铺、

周先生 15515679333
●出租500㎡旺铺15093467600

●中州大道红旗路成熟社区

二楼出租 1000㎡15938191406
●英才街郑州师院对面标准

教室 4 万㎡宿舍容纳 5 千人

诚邀合作，电话 13703930277
●因出国280平旺铺急转，转让

费 20 万，聚源路与兴荣街交

叉口，电话：13526855896
●陇海路兴华街前后楼现房

3万㎡可注册分割18537836899
●中原路西四环临街二层展

厅1000㎡。电话18638636924
●经三路财富广场精装写字

楼出租 13703860369
●高校窗口招租 18638602201
●办公店面55695655设计装修

经三路商铺
一、二层1000㎡电话65351000
诺华房产托管
房屋租售●咨询热线87565777
旺铺招租

农业路东明路交叉口正弘旗

600㎡门面招租 15836516789

精装写字楼租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全
新精装·美盛中心写字楼招

租咨询电话 0371-87086666
框架楼招租

中原路欧凯龙旁，

6000 平米三层框架楼，整租

分租均可，适合办公、会所等！

13598836352 刘先生

房地产

●售南关门面房 13949112113
●新郑产业聚集区工业土地20
亩，包含标准厂房 3000㎡出

售食品印刷优先 18100333121
●中州大道临街房出售，

价格面议 15937192397
●中开企业城，最经济的标准

厂房，50 年产权，可按揭，

400-12000 ㎡ 独 栋/分 层/定
制厂房 1688 元/㎡起，一期

清盘特惠中！ 03737771999

●恒泰商场店面 13613836080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96666
●急转郑汴路长城康桥写字

楼。电话：86587770
海南温泉房

原生态观山瞰湖高层、湖景别

墅、超低价3180元/㎡起，70年产

权，温泉入户，远离雾霾，毗

邻高速高铁，准现房！紫荆山

路华林时代广场438室55972135
旺铺出售

农业路政七街附近 1351平方

一二层旺铺整体出售，成熟

商圈，耿先生 15617851861
永城旺铺投资
永城首座城市综合体金博大

广场，吃喝玩娱购住游一站式

购物中心，90-3000㎡高价值

次主力店旺铺，8000㎡中高档

商务酒店，可投资可自营，产

权独立！详询 0370-5731111

写字间楼

●花园路纬五路大河锦江饭店

少量写字楼招租 13592221257
整栋自持招租
郑东核心商务区

5A 甲级写字楼 86676666

求购求租

●求租或合作开封、商丘、周口、

许昌200亩以上的教育、工业、

建设用地 13303714633
●求购租办公楼厂房 2000-
4000㎡中州大道周边66836085

出租仓库厂院

●高新区新厂房 13283805187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15万㎡有合法证件仓库出

租，可供市场配套，大公司

入驻，个体可分割，墙高 6.5
米，房高 11-15 米，面积 500-
15000㎡不等，在华南城、华

商汇、曲梁服装城、安利物流

总部附近。电话400-016-6868
●经开区南三环与四港联动

大道空地 200 亩招租适合做

大型停车场地 15713660700
●长江路与大学路交叉口厂仓

带院出租可分租 13733813828
●马寨厂房6000㎡13523712889
●高新区西四环厂房带办公

5000㎡有证 15890697377
●西四环 7000 平车间仓库

厂院出租 13703924607
●郑上路大小院 15639760836

●门面厂院招租 13700840632
●仓库 700㎡出租国基路与中

州大道东 300米 13803711981
●南曹仓库出租 15037129669
●航海东路高速口4000㎡厂仓

可分租15038189188用电户优

●南四环仓库 15937121006
●西四环马寨厂房4300㎡、办19
00㎡独院水电齐 13838581812
●龙湖仓租1500㎡13938488445
●郑密路厂仓 15890186812
●南四环厂仓 13213115283
●航空港区 6万平仓储、物流

中心、厂房 13525568005
●厂院出租 13837144183 秦
●经八路南 400平方厂房、仓

库、办公房出租 18530837188
●北四环附近3300㎡水电齐全

土地厂房出租 13803814510

房地产中介

●郑州海洋不动产 6666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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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军，呼吁乌分离势力推迟公投——

普京突然按下战争“暂停键”
西方疑其做“假动作”亲俄武装感到错愕

乌克兰这趟列车正
在向“战争”疾驰，值此危
急时刻，俄罗斯总统普京
按下了“暂停键”。

普京5月7日宣布俄
方已从俄乌边境地区撤
军，并呼吁乌分离主义者
推迟全民公投。这位强
硬领导人摆出和平姿态
令人欣喜，但同时招致怀
疑——普京真的改变了
对乌策略，抑或只是做
“假动作”？

[表态] 普京突然“让步”
7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欧安组织现

任主席举行会晤。随后召开记者会时，普京
抛出几个重磅消息：俄罗斯已从同乌克兰接
壤的边境地区撤军，并且俄方呼吁乌克兰联
邦制支持者搁置11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
州全民公投，从而为对话创造必要条件。

普京甚至首度表态，俄罗斯将会接受定
于5月25日举行的乌克兰总统大选，只是有
一个附加条件，即乌东部地区主张的自治权
得到政府承认。他还重申了俄罗斯的一贯
立场，要求基辅当局立即停止在乌东南部地
区的军事行动。

[分析] 多重因素叠加促使普京“变脸”
俄分析人士认为，出于军事、经济、政治

等方面的多重考虑，普京才决定变“柔和”。
首先，乌局势变得越来越不可控，当地的

法律和秩序开始分崩离析,更多组织加入战
斗，严峻的局势迫使俄方重新思考对乌策略。

其次，尽管普京想要“塑造”乌克兰的前
程，但他很清楚派军侵入乌克兰代价过于高
昂。即使俄军大胜，也无法避免亲乌势力叛
乱，导致俄陷入战争泥潭，俄方还需付出数
百亿的资金用于乌克兰东南部战后重建。

再次，一旦俄军入侵，欧盟必将联合美
国实施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届时俄罗
斯整个经济体系都有可能遭受重创。

“俄罗斯的目标一直很清晰。普京曾想花
费最小的代价兼并克里米亚，他做到了。如
今，他想保有对乌克兰的影响力，令其不会完
全落入欧盟的怀抱。为此，俄方推动乌克兰实
施区域自治。”莫斯科政治评论员罗戈夫说，“其
实，普京没有作出任何承诺。他显示出自己拥
有控制乌克兰局势层级的能力。”据中国日报

[反应] 我们没听错吧？
在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鲁

比看来，普京的发言无异于“不打自招”。“我
们知道乌克兰危机的中心不在顿涅茨克、也
不在卢甘斯克，而在克里姆林宫。”

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劝说”，则令乌东南
部的亲俄武装为难。分离主义者博诺马尤
夫自称是斯拉维扬斯克市市长，他先是否认
听到普京的发言，而后才承认听见了但心生
疑惑。“我不清楚他这话到底是说给谁听
的。但除非大家集体决定推迟公投，否则还

是会按照原定计划进行。”
普京伸出橄榄枝，西方国家表示欢迎。

不过鉴于普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有过“不良
记录”，不少欧美政府高官对此持怀疑态
度。此前，普京曾多次否认俄军没有进入克
里米亚半岛，随后事实证明他在撒谎，

美国白宫发言人厄尼斯特告诉媒体记者，
美方欢迎俄罗斯撤军，“但没有证据显示‘撤
军’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北约官员7日证实，
截至当天没有观察到俄军部队位置移动。

普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