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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停水公告

贵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5 月 15 日

停水原因

停水时间

停水区域

温馨提示

云锦水厂 2019年度电气预防性试验停水

2019年 5月 16日早上 08：30至晚上 20：00，共 11小时 30分

新添寨区域、汤泉小区、幸福里小区、保利 2010 公园小区、保利紫薇郡小区、奶

牛场片区、501厂

乌当区主城区高层建筑供水压力将受影响

因水厂开停机启动恢复过程时间较长，恢复供水可能会延迟，请停水区域用户

做好提前储水准备。 在此期间我司将全力组织电气预防性试验工作，确保按时

恢复供水，如提前供水，将不另行通知。 对停水期间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

意，感谢广大用户的理解和支持。

供水服务热线:96015

受影响区域

贵阳北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停水公告

贵阳北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5 月 15 日

停水原因

停水时间

停水区域

温馨提示

为配合双龙航空经济港建设，需对供水干管进行迁改

5月 16日（周四）早上 9时至下午 19时

机场路（市委党校、经典天成等）、见龙洞路（老干妈、贵阳学院、贵州警官职业

学院、彩湖苑等）、西南环线（多彩贵州城、吉源驾校、贵州华夏骨科医院、科幻

谷、西南环线东寨、生物研究所、畜牧所等）及周边区域。

由于现场施工条件复杂，恢复供水有可能延时，请相关区域的用户提前做好蓄

水准备。 在此期间我司将积极组织技术力量，确保按时通水，如提前通水，恕不

另行通知。 停水期间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供水服务热线：96015

欧盟外长理事会 13 日在比利

时布鲁塞尔举行。 当天，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意外到访欧盟，与欧盟方

面讨论了伊朗等议题。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和伊朗对

抗升级的背景下，欧盟仍尽力维护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从目前的局

势判断，欧盟面临重重困难，伊核协

议前景不明。

意外到访

蓬佩奥原本定于 13 日至 14 日

访问俄罗斯。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

12 日说，蓬佩奥的俄罗斯之行将取

消莫斯科一站，13 日造访布鲁塞尔

讨论伊朗等“迫切议题” ，但将按计

划于 14 日在索契会见俄罗斯总统

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

蓬佩奥 13 日下午来到欧盟时

没有回答记者提问。 他当日也没有

在布鲁塞尔向媒体发布任何信息。

美国伊朗问题特别代表布赖

恩·胡克说， 蓬佩奥此次赴布鲁塞尔

与欧洲盟友和北约方面共享了关于

“伊朗威胁升级”的信息。此外，蓬佩

奥还提到了日前多艘商船在阿联酋

水域遭到破坏一事，但胡克对破坏事

件是否有伊朗参与并没有发表评论。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莫盖里尼 13 日晚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 欧盟及其成员国当日告诫来访

的蓬佩奥， 美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

克制，避免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

她代表欧盟各国向蓬佩奥清晰

传达了意见：“我们正处在非常关

键和微妙的时刻， 此时最负责任的

态度应是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避免

军事方面任何升级恶化的行为。 ”

美国与伊朗的对抗近日不断升

级。 美国通过增派军舰和防空导弹系

统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称此举为

应对“伊朗威胁”。伊朗方面则宣布中

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称美国在

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为打击“目标” 。

分析人士认为， 自从美国去年

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以来， 欧盟一直

面临来自伊朗和美国双方的压力。

欧盟目前仍然希望保留伊核协议，

但随着美伊矛盾激化， 双方都有可

能采取过激行为， 维护伊核协议也

愈加艰难。

商量对策

莫盖里尼表示， 到目前为止国

际原子能机构一直认定伊朗在遵守

伊核协议， 因此欧盟也将履行自己

的义务。她还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

是唯一有权认定伊朗是否遵守伊核

协议的机构。

在伊朗 8日宣布中止履行伊核

协议部分条款并表示给予欧盟及其

他协议签署方 60 天时间满足诉求

之后， 莫盖里尼表示不接受伊朗的

“最后通牒” 。伊朗外长扎里夫则称

欧盟在美国宣布退约至今一年间所

做不多，任由美国“欺负” 。

莫盖里尼还主持了她同法国、

德国、英国三国外长的会议。会议讨

论了进一步推进“贸易往来支持工

具” 的实际运作，以期在未来几周

内通过这一机制促成欧洲与伊朗的

交易发生。

“贸易往来支持工具” 是法国、

德国和英国建立的与伊朗贸易的结

算机制， 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

体系之外运作的支付机制， 可帮助

欧洲企业绕过美国对伊朗单方面制

裁，使欧盟继续与伊朗进行贸易，保

障伊核协议的继续落实。

曾在美国国务院负责核不扩散

事务的官员马克·菲茨帕特里克认

为， 伊朗总统鲁哈尼日前宣布伊朗

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的表态

可能是“虚张声势” ，如果伊朗提升

铀浓缩丰度等， 欧洲国家对伊朗重

启制裁或许不可避免。

新美国安全中心中东安全项目

主任伊兰·戈登堡表示，如果违反伊

核协议， 伊朗将不再得到欧洲国家

的支持， 并且面临外交孤立甚至遭

受军事打击的风险。 据新华社

美伊剑拔弩张 欧盟能否挽救？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前景不明———

●阅读提示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瑞典检方 13 日宣

布，决定重启两年前中止的、对“维

基揭秘” 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强

奸罪指控的初步调查。

瑞典检方在一份新闻公报中

说，针对阿桑奇的 2010 年的强奸指

控， 检方将很快要求在他缺席的情

况下发出逮捕令。为执行逮捕令，瑞

典检方将签发一份欧洲逮捕令。

瑞典检察署副署长埃娃 - 玛

丽·佩尔松在公报中说：“由于阿桑

奇已离开厄瓜多尔大使馆， 本案的

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很清楚英国正

在进行将其引渡至美国的程序。 如

果欧洲逮捕令与美国引渡请求发生

冲突，英国当局将决定优先顺序。 ”

阿桑奇 2006年创建“维基揭秘”

网站。2010年，这家网站公布了大量美

国政府有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的秘密文件， 让美国的外交形象遭遇

前所未有的打击，引起轰动和争议。

瑞典检方 2010 年 11 月指控阿

桑奇当年 8月在瑞典逗留期间涉嫌

强奸，阿桑奇对该指控予以否认。阿

桑奇被英方逮捕后， 英国最高法院

裁定将他引渡至瑞典。 阿桑奇 2012

年 6月在保释期间进入位于伦敦的

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寻求庇护。

2017年 5月 19 日，由于认为“在可

预见的未来” 无法引渡身在厄瓜多

尔驻英国使馆的阿桑奇， 瑞典检方

宣布终止对其强奸罪的指控调查。

今年 4月 11日，在厄瓜多尔宣

布撤销给予阿桑奇的庇护后， 伦敦

警方宣布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伦敦

大使馆被捕。同日，美国弗吉尼亚州

东区检察官办公室发布声明， 指控

阿桑奇涉嫌破解一台美国政府涉密

电脑的密码，最高面临 5年监禁。

5月 1日， 阿桑奇在英国被判入

狱 50周，罪名是他 7年前违反保释条

例进入厄瓜多尔驻英使馆寻求庇护。

瑞典检方重启对阿桑奇案调查

指控其涉嫌强奸

据新华社电 朝鲜政府 14日谴

责美国扣押一艘美方指认违反联合国

禁令的朝鲜籍货轮，要求立即归还。

朝鲜中央通讯社当天播发朝鲜

外务省发言人声明，以“抢劫” 认定

美方扣押“智城” 号货轮，以“非法

且粗暴”描述美方举措。 朝方认为，

扣押货轮显示美方试图继续“极限

施压” 、 迫使朝方屈服，“无异于全

面否定承诺建立新型朝美关系的

‘6·12’ 朝美联合声明基本精神” 。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

总统特朗普去年 6 月 12 日在新加

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就“建立

美朝新关系” 和“构建朝鲜半岛持

久稳定和平机制”等达成一致。

外务省发言人呼吁美方“深思

这一强盗行径会给今后形势变化带

来何种后果” ，立即归还朝方货轮。

“智诚” 号排水量 1.7 万吨，是

朝鲜最大的散装货轮之一， 去年 3

月运载一批煤从朝鲜起航， 次月在

印度尼西亚遭扣押。 美方同年 7 月

发出扣押令， 随后从印尼方面接收

货轮。它本月 11日抵达位于南太平

洋的美属萨摩亚，将接受美方检查。

美方认定这艘货轮试图向国外

非法输出煤炭、运回机械装置，违反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涉朝制裁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 2017 年 8 月通

过决议，禁止朝鲜出口煤、铁和铅等

物资。一些专家认定，朝方以这类出

口换取军事领域所需资金。

朝鲜指责美国

非法扣押货轮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 (NASA)13 日发布的分

析结果显示，月球正在稳步缩

小 ，促使月球表面“起皱 ” 和

地震。

这是研究人员对 NASA 月

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所捕获 1.2 万

幅图像的分析结果， 发表在英国

《自然·地球科学》月刊。 分析显

示，靠近月球北极的“冷海” 盆地

正在开裂和移动。

与地球不同， 月球没有构造

板块。 从 45 亿年前形成开始，月

球在缓慢地失去热量的过程中会

发生构造活动。 与葡萄萎缩为葡

萄干的过程类似， 构造活动会导

致月表“起皱” 。

由于月球的最外层 “月壳”

脆弱，内部收缩会使月表破裂，形

成所谓逆冲断层、 即月壳的一部

分被推到相邻的另一部分之上，

结果是月球在过去几亿年间“瘦

身” 大约 50米。

NASA研究显示

月球正不断缩小

在过去几亿年间“瘦身”

大约50米

据新华社电 斯里兰卡警方 13

日晚发表声明说， 由于斯里兰卡部

分地区发生暴力事件， 从当地时间

当晚 9 时至 14 日凌晨 4 时在全国

范围实行宵禁。

据斯里兰卡媒体报道， 当天早

些时候， 斯里兰卡西北省库鲁内格

勒地区发生暴力事件， 一些商铺和

民宅遭到损毁。 警方随后宣布在库

鲁内格勒地区实行宵禁。

此后，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

郊的加姆珀哈地区也发生暴力事

件，警方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4月 21日， 斯里兰卡发生连环

爆炸， 地点涉及全国范围内的多座

教堂和高档酒店等， 造成 250 多人

死亡、500多人受伤。

斯里兰卡

全国实行宵禁

瑞典检方官员宣布对阿桑奇重启调查的决定后向媒体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