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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定于 2014 年 4 月 2 日上午 10:00 ，在本公司拍

卖厅依法对以下标的。
（1）位于郏县龙山大道与郏景路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西北粮库

北邻）的一宗土地使用权；
（2）轿车，面包车一批进行公开拍卖。
有意竞买者，请于 4 月 1 日下午 4:00 前持有效身份证原件（复印

件两份）及保证金（壹佰万元）；车辆保证金（贰仟至伍千元）到我公司
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不成功，七个工作日内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电话：0375-2206358 工商监督电话：0375-2588126

河南得正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3月17日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奔 驰 轿 车 转 让 公 告

经新乡市国资委批准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拟将 1 辆奔驰轿车
公开挂牌转让，现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意向受让方，经评估转让标的
参考价值共为 22.52 万元，详细受让条款，请向新乡市公共资源交易
管理中心咨询或查阅中心网站，报名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 ：姚开梅 苏常岩（转让方）
联系电话：0373－3055037 0373－3978958
交易中心网址：http//www.xxggzy.cn
联系地址：新乡市市民中心 516 房间

新乡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新乡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4年 3月17日

据新华社斯特拉斯堡3月15日电 手机充电器五花八门，
既不便，又浪费，消费者素有抱怨。在本周召开的欧洲议会全体
会议上，欧洲议员们要求尽快结束这种状态，力争用三年时间在
欧盟市场内统一手机充电器。

欧洲议员在讨论修改一项有关无线电设备的立法草案时提
出了上述意见。负责起草议案的议员芭芭拉·魏勒介绍说，不同
品牌的电子设备各有各的充电器，特别是手机充电器更是种类
繁多，这既给消费者带来麻烦和浪费，又给环境造成污染和压
力，欧盟每年报废的电子充电器多达 5.1 万吨。

魏勒表示，起草这项立法草案的目的是：规范欧盟市场电子设
备标准，防止设备之间出现相互干扰，确保设备符合健康和安全需
要。新修改的立法草案还将统一充电器作为手机及其他某些电子
设备生产的最基本要求。

欧盟计划标准化手机充电器

截至 16 日，关于马航失联客机的原因调查
已将重心转至“人为因素”。按马来西亚总理纳
吉布此前一天的说法，雷达和卫星数据显示，客
机被人为关闭应答系统和通信系统，被人为偏
离航线。失联客机为何能穿过各国空防系统而
没有被发现或被发现但没有通报，雷达为何会

“失声”引起各方热议。

东南亚空防存空白
路透社16日刊文指出，现可基本确定的航线

是，失联航班从吉隆坡起飞后飞至南中国海，而后
调转飞向马六甲海峡西侧海域，尔后朝印度洋方
向飞去。仅仅这段航线，就牵涉多国空域和空管
区，但没有任何一方在8日凌晨发出警报。

一些专家分析，原因是很多国家都缺少对
海上空域甚至部分陆上空域的雷达覆盖，高端
精密的雷达设备一般被部署在内陆敏感区域，
而次敏感区域或不敏感区域的雷达覆盖存在空
白区。在东南亚一些地区，乃至东南亚以外的
一些发展中国家，空防系统通常并非铁板一块。

不开雷达因“费用太高”
民用雷达一般依靠机载应答机来侦测和监

视飞行器。在飞行器关闭应答机的情况下，民
用雷达就无法获取飞行器的相关信息，这时候

只能用军用雷达。
路透社说，一般情况下，许多军用雷达会忽

略军方认为是常规民用航班的信号；在某些情
况下，军方甚至会关闭雷达，除非有军演需要或
存在潜在威胁。

马来西亚方面在确认飞机飞向印度洋后，
请求印度军方确认雷达是否侦测到飞机信号。
印度在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均设有雷达
站。但印度安达曼－尼科巴指挥部参谋长苏迪
尔·皮莱海军少将说：“我们没有找到飞机信
号，原因可能是军用雷达处于关闭状态，因为我
们的雷达基于‘需要’开启。”印度国防部一官员
说，印度实际上并没有时时刻刻都开启雷达设
备，因为费用“太高”。

欧洲北美雷达全天覆盖
路透社援引欧美一些国家的相关官员说，

在欧洲和北美洲，军用和民用雷达基本上 24 小
时覆盖全部空域。一般情况下，北约和美国战
机会对不明飞行器作出反应，会在飞行器接近
其空域前升空拦截。

只有美国军用卫星网络能够监测全球大多
数地区。但截至目前，美国没有公开其军用卫
星侦测结果，仅仅在飞机失联后宣布卫星没有
侦测到空中爆炸。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雷达“销声”客机“匿迹”
多国空防有盲区，雷达因“需”而开

据新华社乌克兰辛菲罗波尔3月16日
电 克里米亚全民公决的问题如下：一、是
否赞成克里米亚在享有俄罗斯联邦主体权
利的基础上与俄罗斯重新合并？二、是否
赞成恢复克里米亚共和国 1992 年宪法并赞
成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

选票用俄语、乌克兰语和克里米亚鞑
靼语印制，获得多数票的问题将被认为是
直接表达了克里米亚居民的意愿。按照规
定，投票率超过 50％，公决结果才有效。

克 里 米 亚 共 设 立 1200 多 个 投 票 站 ，
2400 多名执法人员维持投票秩序。来自 23
个国家的 135 名观察员以及克里米亚当地
1240 名观察员将监督此次公决进程。注册
报道此次公决的各国记者超过 600 人。

记者在辛菲罗波尔市中心的一个投票站
看到，人们排着队有序地进入投票站投票。
记者在不同投票站随机采访了一名俄罗斯族
人和一名乌克兰族人，他们都选择第一项。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全民公决组委会
主席马雷舍夫表示，此次全民公决的最终
结果可能在 17 日公布。有民调显示，近
80％的克里米亚人将投票赞成入俄，15％
赞成留在乌克兰，其余人尚未决定。

克里米亚议会 6 日通过决议，宣布克里
米亚将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
同时决定把关于克里米亚共和国地位的公
投从本月 30 日提前到 16 日举行。乌克兰
当局随即宣布克里米亚议会的决定非法，
由美国等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也发表声
明，称克里米亚公决没有“法律效力”，将不
承认公决结果。俄方则表示，将尊重并支
持克里米亚人民的选择。

克里米亚位于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
亚半岛，是乌克兰境内唯一一个自治共和
国。它面积 2.5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50
万，其中俄罗斯族人占近 60％，乌克兰族
人占约 24％。此外，这里还生活着少数
鞑靼人和白俄罗斯人等。当地居民主要
说俄语。克里米亚首府为辛菲罗波尔。

历史上，克里米亚曾先后被不同的民
族占领。公元 1443 年后，这里建有克里木
汗国。1783年，克里米亚被沙俄吞并，1918
年归属俄罗斯。1954 年 5 月，为纪念乌克

兰与俄罗斯联邦合并 300 周年，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将克里米亚州划归乌克
兰。1991 年苏联解体，克里米亚随即成为
乌克兰的一部分。

克里米亚的主要港口有刻赤、塞瓦斯
托波尔、叶夫帕托里亚等，其中塞瓦斯托波
尔是一个深水不冻港，是俄黑海舰队的主
要基地。

俄罗斯黑海舰队是俄海军四大舰队之
一，根据 2010年 4月双方签署的协议，俄黑
海舰队在乌境内驻扎期限为 2042年。

克里米亚全民公决“去留”
西方称非法，俄尊重克民众选择

克里米亚的前世今生

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

和国决定自身地位的全民公

决投票于当地时间 16

日开始，围绕克里米亚

公决，美欧与俄

对立加剧。

▶▶新闻链接

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乌克兰克里米
亚自治共和国16日举行公投，选票上只有
两个选项：并入俄罗斯或者更高程度地自
治。围绕克里米亚公投，乌克兰危机正在
升级，俄罗斯与美欧的对立加剧。

客观上说，乌克兰危机有其历史特殊性
和现实复杂性，但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外
部干预难辞其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西方
首先诱迫乌克兰选边站队酿出的苦酒。

西方当年在科索沃问题上，强力推动
科索沃公决独立，与如今在克里米亚问题
上的立场截然相反。这样的自相矛盾和
双重标准，明显出于自身政治目的的考
量，自然难以取信于俄罗斯和世界。

克里米亚撬动世界格局，把乌克兰的
国家前途，把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带向
一个重大十字路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
格指出：“如果把乌克兰视作东西对抗的
一部分，就会毁掉在今后数十年里把俄罗
斯与西方纳入国际合作体系的希望。”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汤药。几个月
来的事态表明，化解乌克兰危机不仅需要
坚持政治解决的道路，还需要各方都有巨
大的政治耐心。眼下，当务之急是秉持客
观公正的立场，尽快建立国际协调机制，
劝和促谈，尽最大可能避免危机升级。

（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电）

解决乌克兰问题
需要政治耐心

▶▶国际时评

西方威胁制裁
一些西方国家此前表态，公投“非法”，

不准备承认公投结果，威胁启动针对俄罗
斯的制裁措施。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
德 15 日说，如果克里米亚局势持续紧张，法
方将重新评估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协议，
可能在这一领域制裁俄罗斯。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 15 日报道，受
克里米亚危机影响，俄罗斯可能失去八国
集团成员地位，且原计划于 4 月举行的德俄
政府间磋商也将受到影响。

此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威胁称，针对克
里米亚公决结果，美国和欧盟 17 日将视情
况在现有选项中对俄采取一系列“非常严
厉”的措施。

俄尊重克民众选择
面对制裁，俄方并非无计可施。一些

分析师认定，由于欧洲对于俄罗斯的天然
气依赖仍将持续较长时间，一旦俄方“断
气”或“限气”，欧洲将遭遇困境。

不少分析师认为，在与西方国家关系
趋紧的背景下，俄罗斯可利用天然气供应
这张“牌”牵制欧洲。

俄罗斯总统普京 16 日表示，当天在克
里米亚举行的全民公投完全符合国际法准
则和联合国宪章，俄罗斯将尊重克里米亚
人民的选择。

▶▶国际反响

马来西亚交通部 3月 16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正联系

多国，请求协助调查失联客机相关信息，同时对机上所有

人员展开调查，参加搜寻国家从14个增加到25个。中国

政府联合工作组组长、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郭少春16日

在吉隆坡表示，将敦促马方根据新情况扩大并明确搜寻

范围、加大搜寻力度。

■关注马航客机失联事件

新华社专电 印度最高法院 15 日宣布，驳回 2012 年新德里
公交轮奸案两名被告上诉，维持德里高等法院先前的死刑判决。

最高法院宣布，维持两名被告穆凯什·辛格和帕万·古普塔
的死刑判决。但由于最高法院将提请相关部门和狱方沟通，故
死刑暂缓执行。目前尚不清楚原定执行死刑的日期。

包括这两名被告在内的 4 名被告去年 9 月被判轮奸、谋杀和
合谋犯罪等罪名成立，处以死刑。4 名被告提出上诉后，德里高
等法院宣布维持原判。辛格和古普塔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
诉，但阿克沙伊·塔库尔和维奈·夏尔马没有上诉。

2012 年 12 月，一名 23 岁医学院女学生晚上搭乘黑公交回
家时遭 6 名男子轮奸和殴打，13 天后伤重不治。案件引发印度
大规模游行示威，推动政府修改法律，严惩罪犯。

6 名案犯中，一名未成年，在青少年法庭受审，被判教养 3
年。另外一名嫌疑人拘押期间自缢身亡。

黑公交轮奸案两被告上诉

印度法院维持死刑判决

3 月 15 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国家体育场，数千名求职者
在参加尼移民局招聘会时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 7 人死亡，
多人受伤。 新华/法新

3月 16日，一名妇女在乌克兰克里米亚辛菲罗波尔一处投票点投票。

3月16日，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当地民众展示为失联客机写下的祝福语。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首尔3月16日电 韩国国防部 16 日说，朝鲜当天
向东部海域发射了 25 枚火箭。

韩联社当天援引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自当地时
间 18 时 20 分起的约 10 分钟内，朝鲜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
海域连续发射 10 枚火箭，此后又于 20 时 03 分起的 5 分钟内发射
8 枚火箭，于 21 时 28 分起的 4 分钟内再次发射了 7 枚火箭。据
判断，此次发射的火箭射程约为 70 公里。

韩国国防部新闻官员向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
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国军方已加强对朝监视力

度，维持万全的应对态势，同时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进一步的发射
行为，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韩联社援引韩国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从射程推测，朝鲜当
天的发射物可能为蛙式地对地火箭，发射目的可能是为了抗议
当前韩美正在进行的“秃鹫”联合军演，同时这一发射行为也属
于朝鲜冬季训练的一部分。

截至目前，朝鲜方面还没有就此发布消息或作出回应。

韩国称朝鲜发射25枚火箭

据新华社金边3月16日电 柬埔寨王国诺罗敦·拉那烈亲王16
日正式宣布重返政坛，将成立新的政党，并准备参加2018年大选。

拉那烈当天在金边会见了支持者，并表示他重返政坛，“是
为了重振保皇党和西哈努克主义的力量，拯救国家”。拉那烈
说，他将于 17 日注册新的政党，命名为“君主主义人民社会党”。

针对柬当前政局，拉那烈呼吁柬埔寨执政的人民党和反对
党救国党继续谈判解决问题。他还建议救国党出席国会，发挥
国会议员的作用，共同解决国家问题。

柬埔寨去年 7 月 28 日举行国会选举。在 123 个国会席位
中，人民党占据 68 席，救国党获得 55 席，柬埔寨保皇党奉辛比克
党失去国会席位。

拉那烈 1944 年 1 月 2 日出生于金边，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之
子，现国王西哈莫尼同父异母兄，曾任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首相。

柬埔寨拉那烈亲王宣布重返政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