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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称已有959人走出亚速钢厂
他们是战俘还是战犯？

俄国防部表示，将对“投降士兵”的身份进行确认

声明·公告
●万杰身份证（513101199212
142525） 于2022年5月 11日遗
失， 遗失之日起非本人使用与
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倪燕（身份证号542625196
505290029） 不慎将成都温江
雅砻阳光花园1栋2单元16-06
购房款收据原件丢失1张，收据
编号：0001207，金额205222元，
大写贰拾万零伍仟贰佰贰拾
贰元整，声明作废！
●四川千椒百味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95954
226）遗失作废。
●成都程润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蒲廷泉法人章编号5101060603
121，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60
603120，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
060603119， 公章编号51010606
03117，均遗失作废。
●成都友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周涛法人章（编号：51011099172
80）遗失作废。
●成都彩虹物流有限公司川AE
Q895道路运输证（川交运管成
字510108005782号）遗失作废。

●四川浣
熊酒店管
理有限公
司公章（编
号：510100
9481741）
遗失作废。
●成都小
小梦想家
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5101075228045遗失作废。
●四川灏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5MA64MTGB24）
， 公 章 编 号 5101055401242，
均遗失作废。
●成都时达货运有限公司遗失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651089
44，声明作废。
●四川中溯检验检测认证有限
公司合同专用章编号 :5101085
368292遗失作废。
●四川朗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杨大彬原法人章编号 510110
0206518遗失作废。

公 告
彭州市实益达建材有限公

司法人由范丽丽现已变更为董
海豹，请债权人于2022年6月15
日之前向彭州市实益达建材有
限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逾期本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青羊区尚姿美蝶饰品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510105MA62P7LA0H）及公
章（编号：5101055083209）遗失
作废。
●成都润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 （编码：5101008
734305）遗失作废。

●成都鑫智钢结构
工程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450249
43）遗失作废。
●四川鑫航悦再生资源回收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2150808
25）遗失作废。
●四川聚鑫柯机电设备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
075098269）遗失作废。
●成都不群建筑技术资料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67712151228
） 及公章 （编号：510100008
9481）遗失作废。

●本公司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
限公司因保管不慎遗失保利（
成都） 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投
标保证金收据（编号为NO.083
3900金额为伍拾万元） 一张，
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蜀南居贸易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 （编号：510100949
5098）遗失作废。
●四川安美和健康咨询有限公
司刘敏法人章编号5101055126
960遗失作废。

●新都区易思建材经营部易思
法人章（编号5101140059181），
财务专用章 （编号 51011400
59179）， 公章 （编号 5101140
059178）均遗失作废。
●成都聚鑫阁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75388780遗失作废。
●四川祥瑞红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691250，
原 法 人 邓 阳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075691257均遗失作废。

●成都万御安防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4025963
3）遗失作废。
●四川凯翔电气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250005152）遗
失作废。
●本人刘志银身份证号510123
196608142531， 购买的温江区
光华瑞廷1栋2单元903号楼，
首付款购房收据（金额199552
元）遗失，声明作废。

●刘娜于2022年5月12日不慎
遗失身份证， 证号：51010719

8209212626， 本人已申领新证
，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为您服务 86784155� �86621326028-
登报专线 地址：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代办点广

告
QQ号：2408458226� �微信号：wnfw2019� �
收费标准：80元/行/天 每行13个字

草市街 13308064232� � � �书院西街 18980503661� � �物资·物流 18982000584�
城西财大 028-87483667� �红星路便民 028-86959335� �玉林分部 13348994832
东门片区 13882266918� � � �武侯片区 13880196780� � � �西门片区 15108235758� � �独家代理：成都为您服务广告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律师提醒：本栏目文字信息均由刊登人自行提供，使用前请注意核验相关证照和手续。

与此同时，哈尔科夫附近的战斗
仍在继续。16日，俄军发布的战报显
示，俄空天军发射高精度导弹，打击乌
军第72机械化旅位于哈尔科夫州的指
挥部，于多地打击8个永久火力点和5
个弹药库等目标。乌军总参发言人施
图彭同一天说，俄军将主要力量集中
在顿涅茨克方向，并试图阻止乌军在
哈尔科夫的进攻。

目前俄军与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正
展开拉锯战。从战况看，北顿涅茨克成

为俄军攻击重点，正集中优势兵力攻
打该城。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卢甘
斯克武装15日成功占领北顿涅茨克和
利西昌斯克以南的托西科夫斯科耶居
民点，这是乌军在该地区控制的最后
一个堡垒。

军事专家博尔坚科夫称，俄军攻
占托西科夫斯科耶居民点是一个重大
成功，这使得俄军包围北顿涅茨克和
利西昌斯克成为现实。另外，俄军在彻
底清除了鲁比日内和沃耶沃多夫卡之
后，已经到达北顿涅茨克郊区。乌军炸
毁了那里的两座铁路桥，希望阻滞俄
军对北顿涅茨克的进攻行动。

由于北顿涅茨克自2014年以来已

成为乌政府在卢甘斯克的核心重镇，
俄军攻下此城不仅具有政治上的象征
意义，更为下一步夺取卢甘斯克全境，
并对据守顿涅茨克的乌军进一步形成
包围的势头。乌军对北顿涅茨克的地
位、作用也十分看重，美国援助的
M-777榴弹炮据传已快速运抵当地。

另一方面，以大规模的炮火攻击
为前奏，俄军攻击利西昌斯克的战斗
已拉开序幕。据俄媒报道，俄军向利西
昌斯克推进，其中一个必须攻下的点
就是佐洛托耶市。一些重型设备正被
运往战斗阵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徐缓
综合新华社、央视中文国际

日本原子力规制委
员会18日审查通过了东京
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污水排放计划，这意味
着日本核监管机构对核污
水排放计划“亮绿灯”。

4月15日，日本原子
力规制委员会已对东京
电力公司核污水排放计
划“大致同意”，并形成了

“审查书”草案。5月18日，
该委员会再次对“审查书”
草案进行了确认，认为内
容“没有问题”，同意了东
京电力公司的核污水排放
计划。但在该排放计划获
得正式认可前，还有一个
月的“征集意见”环节。

获得日本原子力规

制委员会的认可和当地
政府的同意后，东京电力
公司可启动排放计划。日
媒认为，接下来东京电力
公司的排放计划能否获
得福岛县等地方政府的
同意将成为焦点。

2021年4月13日，日本
政府正式决定将核污水
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大海。
尽管日本渔业团体、部分
地方官员等强烈反对这
一处理方案，中韩等邻国
也强烈反对和质疑，日本
政府依然无视反对声音，
计划于2023年春开始长
期向太平洋排放所谓“放
射性物质达标”的核污
水。 据新华社

芬兰和瑞典驻北约
大使18日在布鲁塞尔北
约总部举行的仪式上向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
格递交了两国加入北约
的申请。

斯托尔滕贝格接受
申请后说，在俄罗斯与乌
克兰冲突的背景下，此举
是“历史性的一步”。他表
示，北约将尽快评估申
请，并考虑两国通往北约
之路的下一步行动。北约
必须考虑所有盟国的安
全利益，决心解决所有问
题并迅速就两国的申请
得出结论。

按照规程，北约必须
在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
的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
员。近来北约成员国土耳
其多次强调，芬兰和瑞典
在寻求加入北约时必须停
止对库尔德工人党等的支

持，并解除对土出口国防
设备的限制。土总统埃尔
多安16日表示，土耳其不
会同意两国加入北约。

俄罗斯总统普京16
日表示，芬兰和瑞典加入
北约不对俄构成直接威
胁，但是北约军事基础设
施在两国领土上的扩张
必然会引起俄罗斯的回
应。俄外交部副部长格鲁
什科14日表示，面对芬兰
和瑞典可能加入北约，俄
方不会无动于衷，也不会
冲动决定应对措施，而是
要对北约新一轮扩张后形
成的新力量部署进行全面
认真的分析。加入北约不
符合两国利益，也不利于
维护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芬兰和瑞典近日做出
了加入北约的决定，改变
了两国多年来在军事上不
结盟的政策。据央视新闻

由于动力不足，美国
火星探测器“洞察”号今年
夏天或正式终结任务。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7日
说，“洞察”号太阳能电池
板将完全被火星上的尘土
覆盖，使它最终无从获得
动力。

美国航天局网站当天
发布“洞察”号今年4月24
日的“自拍”照片。照片显
示，“洞察”号太阳能电池
板上覆盖着一层红色尘
土。自从2018年11月登陆
火星以来，“洞察”号两块
太阳能电池板上覆盖的火
星尘土逐渐增厚，导致它
所获得的动力持续减少。

“洞察”号项目负责人
之一凯丝娅·萨莫拉·加西
亚说，“洞察”号太阳能电
池板如今的输出功率只及
最初抵达火星时的十分之
一。她说，当初刚抵达火星
时，“洞察”号太阳能电池
板每个火星日的输出功率
足够一台电烤箱运行1小
时40分钟，如今最多只能
令它运行10分钟。

项目团队预计，将于
今年夏天关闭“洞察”号搭
载的地震仪。加西亚说：

“并不是我们想关掉它
……而是没有足够的动力
使它运转。”

火星尘土覆盖太阳能
电池板的问题在项目团队
预料之中。他们曾寄希望

于火星阵风或旋风刮走这
些尘土。然而，虽然附近曾
刮过数千场旋风，但都没
能起到“除尘”作用。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
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布鲁
斯·巴纳特说，如果不刮一
场“正合适”的旋风，“洞
察”号太阳能电池板上的
尘土就难以被吹走。

美国航天局计划，继
续用“洞察”号上安装的地
震仪探测火星的地震情
况，直至它完全丧失动力。
工作人员预计，这一天可
能在今年7月到来。届时，

“洞察”号将成为因火星尘
土报销的第二部美国火星
探测器。2018年10月，美国

“机遇”号火星探测器遭遇
沙尘暴，与美国航天局控
制团队永久失去联系。

美国目前还有“好奇”
号和“毅力”号两部探测器
在火星执行任务。这两个火
星探测器均为核能驱动，目
前状况良好。美国航天局行
星科学主任洛里·格雷兹
说，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或应
慎重考虑是否以太阳能为
动力，或者至少要设法为太
阳能电池板除尘。

登陆火星以来，“洞
察”号已经探测到1300多
次“火星震”，并在两周前
探测到一次5.0级“火星
震”，是它探测到的最强一
次“火星震”。 据新华社

撤离车队由俄军战车“护送”离开钢铁厂 新华社发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亚速钢
铁厂很快便成为了乌军在马里乌波
尔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成为了乌克
兰抵御俄军的象征。此后，俄乌双方
围绕这座钢筋水泥铸成的“堡垒”，
展开了历时82天的激烈攻防战。随
着乌军的全面撤离，意味着马里乌
波尔战役结束。

据俄媒报道，顿涅茨克“东方
营”指挥官霍达科夫斯基18日一早
在其社交网站上透露，17日当晚，亚
速钢铁厂内乌方武装人员的“投降
进程”并没有停止，共有600名乌方
武装人员已“投降”。

“随着夜幕的降临，投降的进程
并没有停止，直到晚上10点敌人继
续离开亚速钢铁厂。大约有600人出
现在我们的据点，目前早上没有动
静。”他写道。

据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记者亚历
山大·斯拉德科夫在其社交网站上
表示，据其在前方掌握的消息，截至
乌军开始“投降”时，亚速钢铁厂内
共有2500多人，其中804名“亚速营”
人员。斯拉德科夫还透露，钢铁厂内
还有3名被乌军俘虏的俄罗斯军人，
其中包括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

此前，当地时间17日，俄国防
部表示，被围困在亚速钢铁厂内
的乌军和乌方军事力量“亚速营”
人员已于16日走出来，并公布了
乌军士兵“投降”的视频。据其发
言人科纳申科夫通报，16日至17
日，共有265名武装人员“投降”，
其中包括51名重伤人员。他此前
也透露，16日当天有10名乌克兰
军人举着白旗走出厂区，寻求与俄
军就转移伤员事宜谈判。

霍达科夫斯基还讲述了乌方武
装人员“投降”的经过，他表示“原计
划”每天出来“投降”的人数是1000
人。但目前计划还远远没有达标，因
为乌方的行动“缓慢”。“他们要么7
人，要么80人一批一批地出来，间隔
时间都很长，没有人在组织他们。还
有女兵走出来。”他说。

从俄国防部公布的视频中可以
看到，不少乌克兰受伤军人从亚速
钢铁厂被抬出后，便有医官对他们
进行救治。此外，乌军队伍中还有多
名女兵。随后，撤离的乌军乘坐印有

“Z”字样的大巴，由俄军战车“护送”
离开了钢铁厂。

■ 当地时间18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被包围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克兰军人和
亚速营武装人员目前仍在不断走出“投降”。过去一昼夜共有694人“投降”，其中29人为伤员。从5月16
日至今，“投降”的总人数已达到了959人，其中伤员80人。

■ 这也标志着俄乌冲突迄今“历时最长、最血腥的战斗”结束，马里乌波尔的控制权最终移交给俄
罗斯。然而，此前亚速钢铁厂内到底有多少军人？他们“投降”后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乌军“投降”时
亚速钢厂内共有2500人？

俄媒称，这算是一种“体面的投
降”。不过，乌克兰政府方面的说法是，

“在马里乌波尔被俄军围困的亚速钢
铁厂的战斗任务已经全面结束，驻军
士兵已经‘光荣撤退’。”

然而，外媒在报道中称，这些“投
降士兵”的未来命运未卜。

17日凌晨，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
利亚尔发表视频讲话证实，重伤员从亚
速钢铁厂被运送至新亚速斯克，其他人

员则通过“人道主义走廊”前往奥列尼
夫卡。据报道，新亚速斯克和奥列尼夫
卡目前都属于俄罗斯军队和亲俄力量
控制区。显然，从亚速钢铁厂撤离的乌
克兰武装人员如今仍被俄方羁押。

马利亚尔称，释放这些武装人员的
谈判正在进行中，从亚速钢铁厂撤离的
乌军将通过扣押人员交换程序返回乌克
兰控制的领土。

然而，据俄媒报道，俄罗斯调查委
员会17日并表示，将对亚速钢铁厂内的
乌方武装人员进行审讯。俄国防部也表
示，将对“投降士兵”的身份进行确认，
并调查他们是否参与了针对平民的犯

罪活动，并将收集的资料与其他刑事
案件材料进行比对。此外，俄罗斯检察
总长已向俄罗斯最高法院提议，要求
将乌方武装分子所属的“亚速营”列为
恐怖组织。

此前，俄联邦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
会第一副主席弗拉基米尔·扎巴洛夫表
示，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军武装人员不应
允许被交换，他们应受到法律惩罚。

对于这些人的未来，乌总统泽连
斯基的语气“更为谨慎”。他表示，乌军
事和情报部门已启动了拯救马里乌波
尔守军的行动，相关工作还在继续，但
这项工作需要“技巧和时间”。

是战俘还是战犯？
“投降”士兵命运未卜

俄军攻击重点
开始转向北顿涅茨克

当地时间5 月17 日，美国众议院情
报小组委员会在时隔50多年后，再次举
行关于不明飞行物（UFO）相关的公开听
证会。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在会上表示，空
中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的报告数量正在
增加，已达到了约400多起。

去年 6 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
室曾发布了一份外界关注的“UFO 报
告”。不过，报告使用的措辞是“UAP”（不
明航空现象），并提供了几种可能的解
释。美国情报官员表示，随着调查展开，
大多数不明空中现象可以得到合理解
释，但一些现象依旧超出政府的解释能
力，并可能构成“潜在安全威胁”。

这是美国时隔 50 多年来首次公开
举行此类听证会，上一次召开还是在
1966年。据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努力消
除关于UFO说法的“污名化”问题，鼓励

海军、飞行员等敢于报告他们看到的可
疑飞行物。众议员卡森表示，关于 UFO
的“污名化”问题阻碍了美国情报的收集
与分析，“飞行员会避免报告可疑现象，
或者他们这样做时会被他人嘲笑。”

基于传感器数据和军事人员的观
察，美国在2004年至2021年期间共记录
了 144 份不明飞行物的报告。但在 17 日
召开的UFO听证会上，美国海军情报局
副局长斯科特·布雷表示，到今年的报告
数量已增加到400多起。

布雷当场播放两段UAP视频。一段
显示天空中有闪烁的三角形物体，后来
被确定为光线穿过夜视镜时产生的视觉
现象。另一段视频显示一个闪光的球形
物体高速掠过一架军用飞机的驾驶舱窗
口。布雷在听证会上说：“没有任何对手
的飞行器能够在没有任何可识别推进装

置的情况下飞行。”
布雷在听证会上表示，通过严格的

调查分析，大多数UAP最终都可以被识
别出来。但少数事件仍难以解释，其中就
包括军方记录的美国飞机 11 次险些与
不明飞行物相撞事件。他还表示，目前没
有证据证明这些不明飞行物体是“非地
球起源”的东西，美国飞行员也没有和这
些不明物体有过任何“交流”，因为这些
物体似乎都是“无人驾驶的”。

据报道，许多观察到的不明空中现
象出现在美国军事区域附近。卡森表示，
UAP是“潜在安全威胁”，负责情报和安
全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纳德·穆
特里表示，五角大楼去年设立了一个专
门常设办公室，以促进识别以前不明或
未识别的空中物体。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丁文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美国50年来首次公开听证UFO

一些现象无法解释 美改称UFO为UAP

日本核监管机构批准
东电核污水排放计划

芬兰和瑞典
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申请

火星尘土遮太阳能板
“洞察”号火星车
今年夏天或丧失动力

美国军方此前公布不明飞
行物的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