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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亚速钢铁
厂内又有694人投降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
科夫18日发布通报说，过去一昼
夜，694 名被围困在乌克兰马里
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军和乌
方军事力量“亚速营”人员投降，
其中包括 29名伤员。自 5月 16
日以来，共有 959 名武装分子投
降，包括80名伤员，其中51名需
要住院治疗的伤员被安置在顿涅
茨克地区新亚速斯克的医院。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18日说，武装分子走出乌克兰
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只能被
看作是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他强
调，这些武装人员投降与俄乌谈
判进程没有太大关联，俄方认为
乌方目前没有继续谈判的意愿。

科纳申科夫表示，自开展特
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共摧毁乌
军 172 架飞机、125 架直升机、
927 架无人机、311 套防空导弹

系统、3139 辆坦克和其他装甲
车、389 台多管火箭炮、1548 门
野战火炮及迫击炮和 2997 辆特
种军用车辆。

乌克兰：延长国家
战时状态90天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8
日在其官网发布了关于批准延长
国家战时状态总统令草案的消
息。根据新的总统令，乌克兰的
国家战时状态将于5月25日5时
30分到期后一次性延长90天。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18 日
援引乌各地军事部门的信息报
道，截至当天上午，卢甘斯克地
区全境都遭到俄军大规模炮击，
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正在沿整
个接触线进行。俄军当天上午
对第聂伯市发动了两次导弹袭
击，摧毁了当地部分交通基础设
施。同时，俄军继续对赫尔松、
苏梅、尼古拉耶夫等地区进行炮
击和导弹袭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18 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
18日，俄军在对乌作战中已损失
人员28300人。

美国重开驻乌克兰
大使馆

俄罗斯外交部 18 日发布消
息说，俄方将驱逐34名法国外交
人员和27名西班牙外交人员，作
为两国宣布俄外交人员为“不受
欢迎的人”的回应。俄方强调，
法西两国的不友好举动将损害
俄方与两国的双边关系。此外，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18日
向俄媒体证实，作为对意大利此
前驱逐30名俄外交官的回应，俄
方将驱逐24名意大利外交人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日发表
声明说，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当天
正式重新开放。布林肯说，美国采
取了额外措施以加强对即将返回
基辅的美外交人员的安全保障，同
时增强了使馆的安保措施。

芬兰和瑞典 18 日正式申
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天晚
些时候重申，土方反对芬、瑞
两国加入北约，因为这两国没
有同意土方引渡“恐怖分子”
的要求。

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新闻频
道18日报道，土方发出的33份
引渡要求都没有获得芬兰和瑞
典接受。埃尔多安当天告诉执
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议员：“所
以，你们（芬兰和瑞典）不把恐
怖分子交还我们，却还要求我
们同意（你们）加入北约？”

依据规程，北约必须在 30
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前提下才
能吸纳新成员。土方近来多次
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理
由包括两国公开支持库尔德工
人党。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于
1979年，被土耳其、美国和欧洲
联盟列为恐怖组织。

埃尔多安 18 日指责北约
从未在打击库尔德武装方面
支持土耳其。按照他的说法，
保 护 土 方 边 境 免 受“ 恐 怖 组
织”袭击是一个“敏感问题”，

“对我方而言，北约扩张的意
义取决于对我方敏感问题的
尊重程度”。

他补充说，土方反对制裁
土耳其的国家加入北约。芬兰
和瑞典在土耳其 2019 年 10 月
越境打击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工
人党武装后禁止对土军售。

同在 18 日，土耳其外交部
长恰武什奥卢访问美国，与国

务卿布林肯会晤。据美联社报
道，恰武什奥卢释放出“复杂信
号”。

一方面，恰武什奥卢在会
晤后告诉媒体记者，土方理解
芬兰和瑞典的安全关切，支持
北约对愿意加入的国家“敞开
大门”；另一方面，他强调土方
安全关切应同样获得满足，将
继续与美国等伙伴和盟友讨论
相关事务。

他再次“点名”瑞典，指认
后者不仅支持与库尔德工人党
有关联的组织，还向叙利亚库
尔德武装提供武器，“所有人都
说土耳其的关切应该得到满
足，但这不应该只是口头承诺，
应该真正落实”。

围绕相关分歧，美国方面尽
力淡化，多次表示相信土耳其不
会成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
障碍，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或举
措。布林肯 18 日在会晤后说，
美方将尽力确保北约扩张取得
成功。

多家媒体报道，北约一再
东扩不断压缩俄罗斯安全空
间，如若“北扩”至芬兰和瑞典
这两个原本中立、长期奉行军
事不结盟政策的北欧国家，可
能进一步加剧与俄罗斯冲突。

俄联邦委员会、即议会上
院主席瓦莲京娜·马特维延科
18 日说，俄罗斯无疑将确保国
家安全，将依据北约在芬兰和
瑞典的部署作出“相称且充分”
的应对。

郑昊宁（新华社特稿）

想加入北约？

土耳其要求芬兰瑞典
交出“恐怖分子”

俄说亚速钢铁厂又有近 人投降
美重开驻乌大使馆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国防部18日说，过去一
昼夜，又有近700名被围困在亚速钢铁厂的乌克
兰武装人员投降。美国方面 18日发表声明说，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当天正式重新开放。

700

当地时间 5 月 18 日，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乌克兰军人
和亚速营武装人员持续从亚速钢铁厂撤离 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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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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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公司利用小区空地停
车、在电梯刊登广告，收入多
少？如何支出？业主不知道、
有意见。物业公司表示物业收
费标准十几年不变，员工工资
等成本不断提高，入不敷出，不
得已只能通过共有部分收益来
补充物业服务费的不足。孰是
孰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以下简称“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推动
物业服务规范化、品质化，今
年，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各
区政府共同开展“加强住宅小
区物业服务公示检查，完善物
业管理服务监督机制”专项工
作，专项工作也被市委、市政
府、市人大列为2022年广州市
十件民生实事。

目前，广州市大部分物业
小区都采用包干制，包干制是
指盈余或者亏损均由物业公司
自行负责的物业服务计费方
式，国家、省不要求包干制物业
小区公布物业服务费收支信
息。为减少矛盾纠纷，广州市
自我加码，要求物业公司按季
度公布物业服务费的收支信
息。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
市公布物业服务信息的物业小
区接近八成。是不是入不敷
出？要把账本晒在阳光下，让
业主知道实情。

《民法典》要求物业公司定
期将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
益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广
州市进一步加压，要求物业公

司每季度公开，还明确了共有
资金收入、支出、规范管理的具
体规定。利用小区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经营产生的收
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所得
收益；全体业主共同分摊缴交
的费用都属于共有资金。共有
资金可用于补充维修资金；小
区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
维修养护；业主委员会的办公
经费，业主委员会委员的补贴；
业主共同决定用于物业管理的
其他费用。也就是说，通过共
有部分收益来补充物业服务费
的前提条件是业主共同决定同
意。今年一季度，全市公布业
主共有资金信息的物业小区接
近八成。

为做好民生实事工作，一
季度，各区住建（房管）局现场
检查物业小区 1500 多个，要
求 200 多 个 小 区 责 令 整 改 。

“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
务必依法依规依约公开物业
服务费、业主共有资金等物业
服务方面的信息，畅通、拓宽
广大业主咨询、投诉的渠道，
及时解答疑问、解决问题。”广
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相关负
责人强调，除物业服务交接等
特殊情形，年内应当基本做到
按季度公开物业服务费、业主
共有资金收支信息。如物业
小区没有按规定公开物业服
务费、业主共有资金的，广大
业 主 可 通 过“12345”热 线 反
映，也可以向属地区住建（房
管）局投诉。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打造物业小区治理“广州样本”
切实提升人民幸福感

召开业主大会是老大难问题，
有些小区规模大、户数多，有些小
区出租比例高、业主投票不方便，
业主大会组织者常常吐槽，召开一
次业主大会要一年半载，简直是伤
筋动骨、脱层皮。

为了解决这个关系广大业主
切身利益的老大难问题，推动物业
管理智能化信息化，广州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开发了业主决策微信投
票系统，免费提供给全市的物业小
区使用。据介绍，物业小区已确
权、已建立微信投票数据库的，广
大业主通过关注“广州物业管理”
微信公众号，绑定业主身份即可轻
松投票，表达对选举业主委员会或

者更换业主委员会委员、选聘和解
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
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
资金等重大事项的意见，行使自身
权利、保护自身利益。

通过微信投票召开业主大会，
需要的时间最短 5天、最长 30天，
改变了纸质投票动辄一年半载的
困境，也杜绝了假票现象，处于全
省乃至全国领先水平。目前，广州
全市已使用微信投票召开业主大
会会议 729 次，103 万人次参与投
票。与此同时，因客观原因不能使
用电子投票但需要投票的业主，为
保障业主的投票权，可以委托居民
委员会或代理人投票。

党建引领红色物业，真情服务
温暖民心。一方面，广州市推动在
职党员回居住地服务，另一方面，
一些物业小区公共事务缺乏牵头
组织者，而物业小区党支部作为载
体，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截至目前，广州市全市共成立
了 3400 多个物业小区党组织，主
要由物业小区里面的党员业主组
成，实行专业物业服务的住宅小区
基本实现了“能建应建”，广州成立
物业小区党组织的比例位列全省
第一、全国前列。物业小区党组织
在协助政府开展疫情防控、垃圾分
类等工作以及服务业主群众、调解
矛盾纠纷、维护小区和谐、建设文
明美好家园等方面正逐步发挥积
极作用，通过组织群众、团结群众、
服务群众，正逐步形成凝聚力、组
织力、执行力。

在物业小区党组织的带领下，
雅景花园、百合苑、福宁园等小区
一揽子解决停车难、设施老旧、配
套不完善、环境卫生脏乱差、下水
管道堵塞、违法建设拆除等问题；
骏文雅苑结合业主需求引进幼儿
园；岭南新世界家园成立了心灵驿
站，为业主免费提供心理咨询；奥
林匹克花园成功修复脱落外墙、消
除高层塔楼钢结构安全隐患。种
种实事好事不一而足，提升了居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物业服务行业党委
指导下，全市共成立了300多个物
业公司党组织。520 家物业公司
签署了诚信服务承诺书，围绕规范
物业服务、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
高业主满意度等开展工作，让党建
成效体现在日常的管理服务当中。

业主组织在组织业主维护
权益、监督企业规范服务、督促
业主履行义务、促进纠纷就地
化解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小区业委会迟迟成立不
了，怎么办？广州市创新推出
了“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可
以代行一部分业主委员会职
责，还可以孵化业主委员会。
物业管理委员会由九人以上
单数组成，包括 ：镇街代表 1
人、社区代表 1 人、区住建 ( 房
管)局代表 1 人、物业服务人代
表 1 人、业主代表若干名。物
业管理委员会可以筹备成立
业主委员会、组织换届选举业
主委员会，还可以组织召开业
主大会会议、根据业主大会的
决议决定办理物业管理相关
事务。

2021 年至 2022 年一季度，
广州从无到有在 479 个物业小
区成立了物业管理委员会，同时
助推 125 个物业小区成立了业
主委员会，五个季度成立业主组
织的数量达到既往 20多年累计
量的六成，业主组织成立难问题
取得突破性进展，业主组织成立
迈入快车道。

有些业主委员会自把自为
地选聘、续聘物业公司，不召开
业主大会征求业主意见，有私
心、谋私利，怎么办？针对此类
侵害小区利益的行为，广州市
制定了处罚条款，对挪用、侵占
业主共有财产；利用职务之便
要求物业服务人减免物业服务
费；泄露业主资料；伪造业主选
票；不按规定刻制、使用、移交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印章

等行为，给予警告；逾期未改
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给他
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对业主委员会的罚款由
直接负责的委员分摊。广大业
主可通过“12345”热线反映业
主委员会的不法行为，也可以
向属地镇街投诉。

今年，广州市将进一步推动
加快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
委员会。广州市住建局相关负
责人呼吁，请广大业主积极参加
业主组织，担任物业管理委员会
业主代表、业主委员会委员，为
物业小区的安全、舒适、文明、和
谐贡献一份力量，构建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物业
小区治理共同体。

开展物业管理民生实事专项工作
把账本晒在阳光下A

业主组织成立迈入快车道
查处业主委员会违法行为有法可依B

探索“党建+物业”红色治理模式
齐心共建美好幸福家园C

推行业主大会微信投票
方便广大业主行使自身权利D

文/孙绮曼

范物业公司行为、推动成立物业管理
委员会和小区党组织、推行业主微信

投票……近年来，广州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
在全国前列的重要指示精神，打造具有广州特
色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服务＋业主
参与＋科技助力”的物业小区治理模式，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规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
瓦克 19 日说，与俄罗斯天然气
工业股份公司（俄气）签有供气
合约的 54 家企业中，大约一半
已经开设俄罗斯货币卢布的付
款账户。

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 2 月
24日升级以来，美国、欧洲联盟
等对俄罗斯施加多项经济制
裁。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继
而于3月 31日签署与“不友好”
国家和地区以卢布进行天然气
贸易结算的总统令。

依照这一命令，“不友好”国
家和地区的客户须在俄银行开
设一个外币账户和一个卢布账
户，欧洲客户要在支付前 48 小
时内完成货币转换。新规从客
户支付4月供气费用开始适用。

在此之前，俄气位于欧盟地
区的几乎所有客户都用欧元或

美元结算。
俄气4月27日宣布，由于波

兰和保加利亚拒绝以卢布结算，
停止向这两国供气。两国由此
成为“卢布结算令”生效后首批
被停气的欧洲国家。

从5月20日开始，不少欧洲
能源企业将陆续迎来交纳 4 月
俄方供气费用的最后期限。

近几天，欧洲几家主要能源
企业均在加紧用卢布向俄方支
付费用。意大利埃尼公司表示
已经在俄银行开户。德国最大
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商尤尼珀
公司说正在向俄银行账户汇欧
元。法国昂吉集团表示，将在月
底前完成支付。

芬兰能源供应商加苏姆公
司则表示不打算遵守卢布结算
令，本周将把双方结算纠纷诉诸
仲裁。 郭倩（新华社特稿）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19
日说，乌克兰加入欧洲联盟“没
有捷径”可走，如果欧盟破例允
许乌克兰“火线入盟”，那对其他
苦等多年申请入盟的西巴尔干
地区国家不公平。

朔尔茨说：“加入欧盟的路没
有捷径……入盟程序不是几个月
或几年的事情（而是更长时间）。”

他说，如果欧盟对乌克兰破
例，那对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
等几个已经取得候选国地位、但
尚未获批入盟的西巴尔干地区
国家来说不公平。“这些年来，他
们一直在进行密集的改革，以准
备入盟。我们要对他们信守承
诺，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信誉。
他们的融入在今天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

据法新社报道，欧盟成员国

领导人去年 10月在斯洛文尼亚
召开峰会时重申欧盟扩员的意
愿，但没有敲定几个西巴尔干地
区候选国的入盟时间表，令这些
国家颇为失望。

朔尔茨今年4月曾为这些国
家说话，称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冲
突的新形势下，欧盟应该加速这
些国家的入盟程序。

俄乌冲突2月 24日升级后，
乌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2
月 28 日签署乌克兰申请加入欧
盟的文件，呼吁欧盟启动“新的
特殊程序”迅速吸纳乌克兰。不
过，欧盟27国在3月上旬举行的
峰会上排除乌“火线入盟”的可
能性，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明
确表达反对乌克兰快速入盟的
态度。乌克兰总统府官员 4 月
说，乌方已经填写完毕申请入盟

的“问卷调查表”，期望欧盟 6月
决定授予乌克兰候选国地位。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
龙先前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可
能需要“数十年”。泽连斯基当
时回应称，这对乌克兰“不公
平”，“好比一家人聚在一张桌
前，你也被邀请了，但没有给你
安排椅子”。

乌克兰方面 19 日没有正面
回应朔尔茨的说法。不过乌外
交部长德米特里·库列巴在社交
媒体推特上发文批评一些欧洲
国家差别对待乌克兰。他说，乌
克兰受到这些国家的“二等对
待 ”，“ 伤 害 了 乌 克 兰 人 的 感
情”。“一些欧洲国家过去对乌克
兰的欧洲定位予以战略性模糊
对待，这种做法已经失败了，必
须结束。”王宏彬（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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