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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一山一路房地产有限公司和三亚震旦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向我
局申请，将“鸿坤·理想假日”项目市政道路西侧用地上由北向南取消58
个地上停车位，在保证该用地公共开放性的前提下由震旦公司出资建设
为绿地及道路并负责维护使用及管理。同时，震旦公司在满足“山林君
悦”项目住宅停车需求的前提下，在2号地下室二层C区划定58 个车位
供“鸿坤·理想假日”项目业主使用，停车费用参照“永福岛”、“一山湖”
等周边住宅项目收取停车费用，具体停车问题以双方公司协议为准。本
次调整不涉及改变主体建筑。现按照有关要求，对该设计变更事项在网
站、现场及公众号进行公开公示，具体内容请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网 http：//zgj.sanya.gov.cn 或搜索我局公众号进行查看。如需听
证，请在公示结束前提出听证申请。公示时间为 7个工作日，如有意见
请在公示结束前反馈我局。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8月20日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鸿坤·理想假日项目停车位位置

变更的批前公示

阿富汗塔利班6日宣布攻下全
国最后一个省潘杰希尔，7 日组建
临时政府，公布主要班底。这个班
子以塔利班元老级人物为主，其中
多人在1996年至 2001年期间出任
过重要职务。最高领导人海巴图
拉·阿洪扎达则以埃米尔身份领导

国家。
——代理总理穆罕默德·哈桑·

阿洪德。他长期领导塔利班决策
班子。1996 年至 2001年先后担任
塔利班政府外长、副总理。一份联
合国报告将他描述为塔利班创始
人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关系亲

密的副手”。
阿洪德出生于阿富汗南部坎大

哈省，该省是塔利班创建地和大本
营。关于阿洪德的年龄，外界有65
岁左右和 76 岁等不同说法。一名
塔利班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阿洪
德是塔利班高层中最年长的一位。

——第一代理副总理阿卜杜
勒·加尼·巴拉达尔。塔利班创始
人奥马尔为他起名巴拉达尔，意为

“兄弟”。按照路透社说法，巴拉达
尔没有成为代理总理出乎一些人
的意料。作为分管政治事务的领
导人，他先前代表塔利班在卡塔尔
首都多哈与美国方面谈判，与美方
谈成撤军协议。

巴拉达尔 2010 年在巴基斯坦
北部入狱，获释后于 2018 年起担
任塔利班驻多哈办事处负责人。

——第二代理副总理阿卜杜
勒·萨拉姆·哈纳菲。哈纳菲为乌
兹别克族，很早加入塔利班。与巴
拉达尔一样，他此前也在塔利班驻
多哈办事处任职。

——代理内政部长西拉杰丁·
哈卡尼。哈卡尼曾在塔利班上届政
府任高官，他的父亲贾拉勒丁·哈卡
尼上世纪 70 年代创建“哈卡尼网
络”，80年代对抗入侵的苏联军队，
获得美方支持。“哈卡尼网络”后与
塔利班结盟，转而对抗美军。

——代理国防部长穆罕默德·
雅各布。他是塔利班创始人奥马
尔的儿子之一。

——代理外交部长阿米尔·汗·
穆塔基。穆塔基是塔利班上届政
府内阁成员，在多哈参与了美方撤
军谈判。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
希德 7 日还公布了司法、财政、文
化等代理部长名单。他强调说，这
些任用安排是临时性的，一些职位
仍然空缺，正在物色合适人选。

（新华社专特稿）

阿富汗塔利班7日在喀布尔宣
布组建临时政府，表示将确保阿富
汗“持久和平、繁荣与发展”。塔利
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表
示，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
阿洪扎达将以埃米尔的身份领导
国家。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塔利班在
军事上已基本控制阿富汗全境，但
执掌政权对于塔利班来说意味着
更大挑战：对内需稳定局势，实现
民族和解，改善经济民生；对外需
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尽快获
得国际社会认可。

稳定内部局势

穆贾希德7日公布了临时政府
代理总理、代理副总理、代理内政
部长、代理国防部长和代理外交部
长等主要成员名单。塔利班在宣
布组建临时政府后发表的声明中
说，阿富汗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发展稳定
健康的关系，绝不允许任何人或组
织利用阿富汗领土威 胁别 国安

全。阿富汗政府将努力保护所有
外交使团、人道主义组织和外国投
资者的安全。

目前，阿富汗国内局势仍未完
全稳定。塔利班 6日说，经过激烈
战斗，其已完全控制潘杰希尔省。
但与塔利班交战的阿富汗全国抵
抗阵线对此予以否认。此外，“伊
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等极端组织依
然盘踞在阿境内，构成安全上的巨
大隐患。

如何协调阿国内各派别力量，
成为塔利班掌权后面临的一个重
要问题。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文
章分析指出，塔利班主要依赖占阿
富汗人口 42%的普什图族。将其
他民族和派别的代表纳入国家治
理体系非常重要，否则混乱和内战
的风险将不可避免。西北大学中
东研究所教授闫伟表示，能否弥合
民族矛盾、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是
塔利班面临的一大挑战。

经济民生同样是塔利班掌权后
亟待解决的问题。历时 20 年的阿
富汗战争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国
家和饱受苦难的人民。据报道，阿

富汗失业率高达 38%，约 72%的民
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穆贾希德8
月 31 日表示，阿富汗面临经济挑
战，阿富汗商人和投资者应参与解
决经济问题。同时，他也希望所有
国家与阿富汗保持良好的政治和
贸易关系。

此外，分析人士认为，塔利班
还面临内部人员组成复杂、执政经
验不足等问题，领导层需要加强内
部管理，有效管控分歧。

争取国际认可

在外部事务方面，争取国际社
会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成为塔
利班面临的主要挑战。

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7日表
示，美国“不急于”承认塔利班政
府，需要根据其今后的“行动”来决
定美方立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博雷利3日在欧盟成员
国外长非正式会议结束后表示，欧
盟与塔利班的接触将取决于五项
条件：塔利班承诺阿富汗不会成为
向其他国家输出恐怖主义的基地；

尊重人权特别是妇女权利、法治和
媒体自由；通过谈判建立一个具有
包容性和代表性的过渡政府；允许
人道主义援助自由进入阿富汗；遵
守承诺，允许外国公民和阿富汗人
离境。

俄罗斯《独立报》网站刊文指
出，塔利班应首先证明自己愿意进
行和解与建设，并确实与“基地”组
织决裂，把“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和
其他“圣战者”逐出阿富汗。

穆贾希德此前在塔利班进入喀
布尔后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曾表
示，塔利班计划在阿富汗组建一个
包容性政府。塔利班希望与各方
都保持良好关系，以发展经济、实
现国家繁荣。

俄罗斯《消息报》网站刊文指
出，人们希望阿富汗各方能够达成
理想的共识，组建一个把阿富汗

“从悬崖边拉回来”的政府。唯有
如此，长期受苦受难的阿富汗人民
才有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元老压阵

阿富汗塔利班组建临时政府
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则以埃米尔身份领导国家

9 月 7 日，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喀布尔出席记者会。
当日，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喀布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塔利班决定组建临时政府，并公布

了临时政府主要成员。 新华社发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临时政府组成人员

稳定阿富汗局势 塔利班面临挑战
新华社记者 史先涛

美国“9·11”受害者赔偿基金会
7日发布报告说，2011年以来已有将
近3900人据信死于与“9·11”恐怖袭
击相关疾病，超过当天遇难人数。

法新社援引报告内容报道，该基
金会2011年重新受理赔偿申请以来，
收到 6.7 万份申请，其中近 3900 份申
请以“9·11”恐袭相关疾病死亡者名
义提交。基金会负责人鲁帕·巴塔查
里亚说：“死于‘9·11’恐袭相关疾病
的人数据信超过当天遇难人数。”

2001年9月11日，4架美国民航客
机遭恐怖分子劫持，两架撞塌纽约世贸
中心“双子大厦”，一架撞毁华盛顿五角
大楼一角，一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4

架客机上无人生还。袭击导致约3000
人死亡，造成数千亿美元经济损失。

基金会报告说，最近几年收到的
赔偿申请中约一半涉及癌症。代理

“9·11”受害者索赔事务的美国汉森
和罗萨斯科律师事务所说，有证据显
示，“9·11”恐袭产生的大量粉尘和
有害气体导致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
疾病，以及乳腺癌、前列腺癌、皮肤癌
等70多种癌症。

基金会成立以来向受害者或其
家属提供赔偿，2004 年一度关闭，
2011 年 10 月重新运作，已向 4 万多
名受害者及其家属发放总计 89.5 亿
美元赔偿金。(新华社微特稿)

报告说“9·11”相关疾病死亡人数
超过当天遇难者

新华社雅加达 9 月 8 日电（记
者 汪奥娜）根据印度尼西亚警方公
布的消息，雅加达近郊唐格朗镇一

座监狱 8 日凌晨发生火灾，造成 41
人死亡、80 人受伤。

雅加达警方表示，火灾发生于

凌晨 2 时 20 分，一小时后被扑灭。
火灾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初步
判断可能与电线短路有关。伤者已

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 8 人伤势严
重。

印 尼 法 律 和 人 权 部 发 言 人 丽
卡·阿普兰蒂当天表示，发生火灾的
监狱单元房过于拥挤，关押了 122
名 犯 人 ，实 际 设 计 承 载 量 仅 为 40
人。

印尼监狱火灾致41人死亡

·国际观察·

新华社墨西哥城 9月 7日电（记
者 吴昊 朱雨博）墨西哥国家地震局
7日发布消息说，墨南部格雷罗州当
天发生7.1 级地震。首都墨西哥城震
感强烈。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 7 日 20 时
47 分（北京时间 8 日 9 时 47 分），震
中位于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市西南
11 公里，震源深度 10 公里。墨西哥

城响起地震警报，一些民众已疏散至
街头。

墨西哥城市长克劳迪娅·欣鲍姆
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首都暂未有
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报告。

墨西哥内政部下属民防部门表
示已启动地震相关应急预案。

当地媒体报道说，墨西哥全国多地
有明显震感，部分地区出现断电现象。

墨西哥南部发生7.1级地震

9 月 8 日，在墨西哥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车辆在地震中受损。

新华社莫斯科 9月 8 日电 俄罗
斯紧急情况部长叶夫根尼·济尼切夫
8日在一次演习中救人，不幸遇难，终
年55岁。

俄紧急情况部说，当天在克拉斯
诺亚尔斯克边疆区诺里尔斯克市附
近开展主题为防范北极地区紧急情
况的跨部门演习，在场的济尼切夫为
了拯救他人性命，不幸遇难。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总编辑玛加
丽塔·西蒙尼扬在社交媒体上描述事
发过程：济尼切夫当时和一名摄像师
站在悬崖边上，后者滑了一跤，从悬
崖坠入水中。“还没等别人反应过来，

济尼切夫就跳下水救人，但撞到一块
突出的岩石。”

紧急情况部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确认，落入水中的男子是63岁的知名
电影导演亚历山大·梅利尼克。他为
拍摄一部有关北极地区和北极航线发
展的纪录片到诺里尔斯克选址。

俄罗斯新闻社报道，发生意外
后，济尼切夫和梅利尼克都身受重
伤，在由直升机送往医院途中去世。

俄紧急情况部8日早些时候发布
消息说，济尼切夫当天在诺里尔斯克
市视察一座在建的新消防站，并监督
在当地举行的大规模演习。

俄紧急情况部长济尼切夫为救人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