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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收补偿主体确认的公告
根据城市发展需要，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新立城镇爱国村东张家屯区域进行征收实施征收。
坐落于新立城镇爱国村东张家屯，具体位置及房屋权利主张人如下：

四至

东至地、西至曹金玲、南至地、北至路

东至曹武奎、西至孙海建、南至地、北至路

东至陈明兰、西至逯佰、南至地、北至路

地类

大地

大地

建设用地

测绘面积

DN1房屋105㎡ 大地15㎡

DN2房屋70.79㎡ DN2-1房屋44.29㎡
N2-2房屋32.67㎡ 大地550.5㎡

DN28房屋73.74㎡ DN28-1房屋21.38㎡

编号

DN1

DN2

DN28

房屋权利主张人

曹武奎

曹金玲

白禹峤

以上房屋无其他相关权利人提出异议，我办拟确认曹武奎、曹金
玲、白禹峤为其房屋补偿主体，并对该房屋实施征收。

现予以公告，如对上述房屋补偿主体有异议，请于本公告公布之
日起14日内提出。公告期满无异议，我办将以曹武奎、曹金玲、白禹峤
为补偿主体进行征收。

其他房屋相关详细公告信息，已在新立城镇爱国村村部同期公示。
联系电话：0431-84532449
联 系 人：鲍宇轩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第一办公室
2022年2月24日

关于征收补偿主体确认的公告
根据城市发展需要，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十里堡村前十里屯区域进行征收实施征收。
坐落于新立城镇十里堡村前十里屯，具体位置及房屋权利主张人如下：

以上房屋无其他相关权利人提出异议，我办拟确认王刚、杜玉杰、
杜怀宝为其房屋补偿主体，并对该房屋实施征收。

现予以公告，如对上述房屋补偿主体有异议，请于本公告公布之
日起14日内提出。公告期满无异议，我办将以王刚、杜玉杰、杜怀宝为
补偿主体进行征收。

其他房屋相关详细公告信息，已在新立城镇十里堡村村部同期公示。
联系电话：0431-84532449
联系人：鲍宇轩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第一办公室
2022年2月24日

四至

东至杜玉杰，西至杜怀宝，南
至地，北至地

东至地，西至王刚，南至地，
北至地

东至王刚，西至地，南至地，
北至地

地类

开荒地

开荒地

开荒地

测绘面积

115㎡、127㎡、478.33㎡、593.58㎡、
196.44㎡、61.67㎡、175.35㎡

88㎡、72㎡、201.02㎡、418.91㎡、381.6
㎡、164.43㎡、116.31㎡、44.93㎡

67.76㎡、21.53㎡、77.64㎡、17.16㎡、
211.83㎡、854.16㎡、19.42㎡、34.87㎡

编号

L115、L115-1、花窖1、花窖2、花窖3、
阳光棚1、阳光棚2

L116、L116-1、花窖1、花窖2、花窖3、
花窖4、花窖5、阳光棚

C25、C25-1、偏厦、棚子、温室、方钢
（大地）、方砖地面1、方砖地面2

房屋权利主张人

王刚

杜玉杰

杜怀宝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记者王

优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24

日表示，2022年要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

运行。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增强调控政策的精准性协调性。

王蒙徽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说，要继续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

制，保障刚性住房需求，同时满足合理的

改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

康发展，努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据介绍，去年全年，我国商品住宅销

售面积达15.65亿平方米，是近几年来

的新高，同比增长1.1％。房价涨幅有

所回落，去年70个大中城市，一手房和

二手房销售价格分别上涨2％和1％，涨

幅比2020年分别回落1.7和1.1个百分

点。此外，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了正增

长；去化周期处于合理区间。

在增强调控政策协调性和精准性

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说，重

点是做到3个“加强”：一是加强土地、金

融和市场监管等政策的协同，二是加强

部、省、市的调控联动，三是加强对城市

“一城一策”政策的指导和监督。

倪虹强调，要坚决有力处置个别房

地产企业因债务违约所引发的房地产项

目逾期交付风险。这项工作是以“保交

楼、保民生、保稳定”为首要目标，以法治

化、市场化为原则，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属地政府管理责任，维护社会稳定，

维护购房群众合法权益。

此外，还要持续整治和规范房地产

市场秩序。重点是完善市场监管新机

制，大力整治房地产开发、交易、租赁、物

业服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把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清晨发

表电视讲话说，决定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

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

候发表讲话说，乌克兰决定与俄罗斯断绝外

交关系。

普京在讲话中说，俄罗斯没有占领乌克

兰的计划，期望议会对在顿巴斯采取军事行

动持统一立场。他同时表示，相信俄公民会

支持这一决定。

24日清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上空传来数

次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凌晨在

发布于社交媒体的视频讲话中说，乌克兰将

实施战时状态。他同时表示，希望民众保持

冷静，尽量不要外出。乌克兰最高拉达（议

会）随后投票通过关于在乌克兰全境实施战

时状态的总统令。

当天晚些时候，基辅市政府在社交媒

体发表声明说，基辅的空中威胁暂时解除，

提醒基辅市民如果听到防空警报声响起，

立即赶往附近防空设施。另据乌媒报道，

乌克兰赫尔松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

州机场当天遭受攻击，切尔卡瑟州政府宣

布将疏散民众。

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国防部24日消息报

道，乌方军事基础设施正受到高精度武器的

打击，但俄罗斯武装部队不对乌克兰城市进

行炮击或空袭，行动不会威胁到平民。

国际社会对俄乌局势深表关切。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俄罗斯将军队撤回，强

调“这场冲突必须立即停止”。（参与记者：李

东旭 黄河 华迪 王建刚）

新华社基辅2月24日电（记者李东旭）乌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乌克兰已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进入了乌克兰，乌武

装部队正在进行艰苦的战斗，乌军队在顿巴

斯地区以及乌东部、北部、南部等地区击退了

俄军的袭击。他说，俄军损失惨重并将遭受

更大损失。

泽连斯基当天还发布视频讲话说，根据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乌政

府开始向所有有能力、有意愿保卫国家的乌

克兰人发放武器。每一位有战斗经验的乌克

兰人都可以加入战斗，他们应该立即到乌克

兰内务部相关部门报到。他希望乌克兰民众

保持冷静，尽量不要外出。泽连斯基同时表

示，乌克兰中央银行以及国家银行系统拥有

一切资源来维持国家运转并维护乌民众利

益。

乌外交部24日发表声明说，已启动与俄

罗斯断绝外交关系的法律程序。

声明说，乌外交部正着手撤离乌驻俄大

使馆工作人员，乌驻俄领事馆将继续照常工

作。

22日，乌克兰已召回其驻俄大使馆临时

代办。23日，新华社记者在俄驻乌大使馆门

前看到，俄外交人员在乌方安保人员保护下

陆续乘车离开基辅。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24日投票通过

关于在乌全境实施战时状态的总统令。

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清晨发表电视讲

话说，决定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

动。普京说，俄罗斯没有占领乌克兰的计

划。另据塔斯社援引俄国防部24日消息报

道，乌方军事基础设施正受到高精度武器的

打击，但俄武装部队不对乌克兰城市进行炮

击或空袭，行动不会威胁到平民。

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乌 克 兰 总 统 宣 布 乌 方 与 俄 断 交

新华社基辅2月24日电（记者李东旭）中国驻乌克兰大

使馆新闻参赞丁建伟24日说，当前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情

况迅速变化，安全风险骤然上升。驻乌使馆高度重视在乌中

国公民安全，将全力做好相关保障工作。

据丁建伟介绍，使馆第一时间发布安全提醒，要求中国

公民密切关注形势发展，采取应对防范措施，保护好自身安

全，并就此提出一些应对建议。此外，使馆指导中国商会、中

国留学生会和华侨协会积极发挥作用，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协

助。使馆还健全各项应急机制，各部门动员起来，为做好各

项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丁建伟说，接下来将是乌局势变化最为紧张的时期，使

馆将继续做好上述各项工作，保护好广大在乌中国同胞。

据统计，在乌中国公民约有6000人，主要在基辅、利沃夫、

哈尔科夫、敖德萨和苏梅等地。目前，中国公民情绪基本稳定。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全力保护在乌中国公民安全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2022年2月24日，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

拉夫罗夫介绍了乌克兰局势演变至今的过程和俄方立

场，表示美国和北约违背承诺，不断向东扩张，拒不执行新明

斯克协议，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2202号决议，俄方被迫采取

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益。

王毅说，中方一贯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我

们也看到，乌克兰问题有其复杂和特殊的历史经纬，理解俄方

在安全问题上的合理关切。中方主张应彻底摒弃冷战思维，

通过对话谈判，最终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

新华社布鲁塞尔2月24日电（记者任珂）北

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4日说，北约无意向乌

克兰派遣部队，但已启动联盟防御计划，并敦

促俄罗斯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美

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23日重申，美国不会与

俄罗斯交战，也不会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

北大西洋理事会24日上午在北约总部

召开特别会议。斯托尔滕贝格在会后的记

者会上说，北约在乌克兰没有任何部队，“我

们也没有任何计划或意图向乌克兰派遣部

队”。但他同时表示，北约正在向联盟东部

地区、在北约成员国领土上增加兵力部署。

斯托尔滕贝格宣布，应北约最高军事长

官沃尔特斯的要求，北大西洋理事会决定启

动北约防御计划，将把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等

力量部署到任何需要的地方。他还说，北约

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通过外交

途径解决问题。

据悉，北约将于25日举行成员国领导人

视频峰会，讨论应对之策。

另据报道，普萨基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强调，美政府已多次表示，总统拜登不会把

美军派往乌克兰境内与俄军作战。这一立

场是“明确而一贯”的，且没有改变。

俄罗斯总统普京 24日清晨发表电视

讲话说，决定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

行动，但表示俄罗斯没有占领乌克兰的计

划。（参与记者：邓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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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在乌克兰基辅，当地居民

拎着采购的物资走在街道上。

新华社记者 李东旭 摄▲

2月24日，在乌克兰基辅，出城方向

的车辆排起长龙。

新华社发（谢尔盖·斯塔拉斯坚科 摄）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24日表示，如果乌克兰做好

了就其中立地位以及不在其境内部署

武器进行谈判的准备，俄愿同其谈判。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当

天说，两国军队在基辅州发生激烈战

斗。

佩斯科夫24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表示，俄方希望能解决包括乌克兰中立

地位以及乌克兰不在其境内部署武器

等“红线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同乌方谈

判，关键是乌领导层是否做好谈判准

备。他说，俄针对乌克兰采取特别行动

的目的是使乌“非军事化”，以保障俄方

安全。

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俄武装部

队支援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当地

武装突破了乌武装部队防御线。科纳

申科夫说，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已下令，

要求为那些放下武器的乌军人建立从

交战地区撤离的安全通道，以便他们能

平安回家。

另据塔斯社援引俄国防部24日消

息报道，乌军事设施遭到高精度武器打

击，但俄武装部队不对乌城市进行炮击

或空袭，不会威胁到平民。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说，截至当地时间24日13

时，俄军对包括乌首都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在内的多处地

点进行了30余次袭击，同时称俄军在敖德萨登陆的消息不实。

乌克兰联合力量行动司令部当天也发布消息称，俄军攻击了乌

军位于斯塔罗比尔斯克郊区的阵地，战斗仍在进行。

美国国务院24日在美驻乌克兰大使馆网站上发表声明

说，美国已于当天中止在乌克兰的领事服务。美政府将无法

协助美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针对在乌美国公民的领事服务将

由美国驻匈牙利、摩尔多瓦、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

的大使馆提供。（参与记者：李东旭 华迪 邓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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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4日清晨5时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上空传

出爆炸声和战斗机的轰鸣声，基辅市中心随后响起防空警

报。持续约10分钟的警报声，让众多基辅居民在惊慌和茫然

中开启了紧张不安的一天。

基辅市政府不久后发布声明说，防空警报已解除，但如果

再次听到警报响起，希望当地居民立刻前往防空设施躲避。

人们从媒体报道中得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在顿巴斯地区

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但俄罗斯没有占领乌克兰的计划。当地

时间12时左右，基辅市上空再次传出爆炸声。当天下午，基

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平台宣布基辅市自当晚10时

起实施宵禁。

局势恶化令基辅市居民深感不安。记者在基辅市看到，

不少居民在集中采购物资，各大超市里从早上起就有居民排

队购买食物和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多家银行和换汇点也出

现了人流的聚集。

“我们去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很多人都在买东西。银行也

有很多人，希望取现金。”一名基辅市居民对记者说。

当天，基辅市公交、银行、超市、药店、宾馆仍在正常运

行。在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和欧洲广场，有人携带行李和背包

前往公交车站和地铁站，有人携带行李在跟亲人告别。基辅

市中心的车流量明显减少，但是在基辅市驶往郊区和西部方

向的部分路段出现了车流拥堵，有司机用拖车拖曳物资往出

城方向驶去。

当地居民玛利亚今年55岁，她告诉记者，她的儿子和5岁

的孙女已于两周前从乌东北部的苏梅州迁往西部的外喀尔巴

阡州生活。她每天都看新闻，非常担心乌克兰局势。

基辅市不少商店已停止营业。今年37岁的安娜在基辅

市经营多家化妆品店。她告诉记者，目前她暂不打算离开基

辅，因为她的孩子还在基辅上学，希望战事不要影响到孩子的

学业。她还说，自己在基辅市的一些朋友已经出国或者到西

部的利沃夫市生活。

这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实施战时状

态，乌克兰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对于未来的局势如何发展，基辅的居民们充满忐忑。“我

们很担心。”一位基辅居民对记者说。“我们的邻居离开了家。

很多人都试图离开基辅。”（参与记者：徐海静 孙浩）

现场直击：

乌克兰首都居民在不安中度过一天
新华社记者 李东旭

据新华社喀布尔 2月 24日电（记

者史先涛）阿富汗 8名医务工作者 24

日在该国北部昆都士省和塔哈尔省遭

枪击身亡。

昆都士省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

24日对新华社记者说，在该省首府昆都

士市和伊玛目萨希卜地区，包括4名女

性在内的7名小儿麻痹症疫苗接种工作

者遭枪击身亡。枪击事件发生后，昆都

士省暂停了小儿麻痹症疫苗接种工作。

阿富汗8名医务工作者遭枪击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