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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宁市公共租赁住房出售工作方案》的相关要求，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提出申购
意愿后，经各部门对相关信息审核后，共有25户申购家庭符合西宁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购资
格，现将符合申购条件人员名单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19年4月26日—2019年5月2日 举报电话：8290223 监督电话：6131597

2019年西宁市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申购人员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所属区
城中
城中
城中
城中
城中
城北
城北
城北
城北
城北
城北
城北
城北
城北

身份证号码
63010419700723****
63010319800321****
63010219670111****
63010319930312****
63010319920713****
62011119750604****
63010519890222****
63010519760805****
63010519930306****
63010519801112****
63010519831221****
63212319740916****
63212419871127****
63010519740224****

姓名
唐文娟
李锋青
鱼彩红
岳智磊
胡瑞星
武海琴
杨阳
苟生军
苟生忠
苟延良
苟学军
贾成青
陈玉清
苏永芳

社区
西台社区
新青社区
前营街社区
南关街社区
南山西社区
建设巷社区
小桥社区
工具厂社区
工具厂社区
工具厂社区
工具厂社区
工具厂社区
工具厂社区
光明社区

拟申请房源
丽康瑞居
百韵华居
丽康瑞居
丽康瑞居
百韵华居
百韵华居
百韵华居
青唐小镇
青唐小镇
青唐小镇
青唐小镇
青唐小镇
青唐小镇
青唐小镇

西宁市2019年经济适用住房配售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我市2019年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工作相关要求，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

审核，以下人员符合此次西宁市经济适用住房配售资格，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19年4月26日—5月2日 监督投诉电话：6131597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小区名称及房号
百韵华居22-1093
百韵华居16-1163
百韵华居29-1121
百韵华居21-1012
百韵华居20-1162
百韵华居8-2153
百韵华居17-1083
百韵华居23-1154
和盛园62-111
蔚蓝2-123
蔚蓝2-154

和盛园25-142
和盛园70-151
瑞华14-31806
瑞华14-11110
瑞华14-11210
瑞景河畔16-113
青唐小镇2-1265
青唐小镇2-2126
青唐小镇21-2097
青唐小镇25-11010
青唐小镇26-12705
青唐小镇25-11303
青唐小镇24-10806
青唐小镇20-2065

姓名
刘金萍
李莲英
于素梅
王伟
刘丽英
耿艳萍
李明鹤
毛慧萍
罗永梅
张晓婷
李月霞
廖青敏
季文春
李志强
康志红
王龙河
王生龙
张小青
严保德
周双喜
李 青
赵志强
张 峰
杨应秀
陈亚萍

身份证号码
63010219751112****
63212319810305****
63010519411206****
63010319930519****
63010319630622****
63010319710917****
63010319640903****
63010419840109****
63010319681226****
63010419850216****
45213319670416****
63010419711011****
63010419680316****
6301021977112****
63010419660313****
63010319370313****
63010419700913****
63252119711005****
63212419500510****
63212419770327****
63010419640111****
63010419771002****
63010419770604****
63010519860810****
63010419761202****

所属区
西区
中区
中区
中区
西区
中区
中区
西区
西区
西区
北区
西区
西区
中区
西区
中区
北区
西区
西区
西区
西区
西区
西区
北区
西区

社区
兴胜巷
龙泰
福禄巷
农建
虎台
南关街
礼让街
学院巷
冷湖路
冷湖路
马坊

南气象巷
贾小
仓门街
虎台
兴旺
建设巷
医财东
中华巷

医财东社区
青年巷社区
青年巷社区
昆东社区
幸福社区
海晏路社区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4月 25日电
当地时间25日下午，被外界期待已久的“金
普会”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举
行。

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执政以来
首次访问俄罗斯，也是他首次与俄罗斯总统
举行会晤。这次“历史性握手”会为当前半
岛局势和俄朝关系发展注入哪些新的助力，
备受外界关注。

普京提前进场等候金正恩普京提前进场等候金正恩

金正恩一行24日傍晚乘火车抵达符拉
迪沃斯托克。普京一行则于25日乘飞机抵
达当地。

身为东道主，普京率先于当地时间 13
时 30 分左右抵达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提
前进入会场候客。14 时左右，金正恩抵达
举办会晤的大楼，普京还专门到大楼入口处
迎接。此处，定格了二人的第一次握手。

普京和金正恩按计划举行“一对一”会
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随后，双方举行扩
大会谈。

在扩大会谈前，两人分别在开场白中
“透露”了此次会晤的两个重点议题——其
一，朝鲜半岛和地区局势；其二，俄朝双边关
系发展。

金正恩说，此次会晤意在对全球关注的
朝鲜半岛和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谋求本地区
局势稳定并深入讨论共同管控局势相关事
宜。此次会谈的目的还在于与时俱进、健康
发展两国传统关系，并就此交换意见。

普京说，双方就促进半岛局势取得进展
的方案进行讨论，还就朝俄双边关系的历
史、现状及前景进行了交流。

据韩联社等外媒报道，扩大会谈后，双
方将共进晚宴。

记者25日上午9时前往设在远东联邦
大学的临时新闻中心。进入楼内，由于没
有路线标识，记者误打误撞走进一处舞台
的后台。由这所大学学生担任的安检人员
起初以为记者一行是要来参加文艺表演的
演员。

待客小细节待客小细节：：面包面包、、盐盐、、花和花和《《喀秋莎喀秋莎》》

记者感受到，这次会晤的封闭性较强，
俄方在媒体注册、信息发布等方面管理比较
严格。

4月24日，上百名记者提前数个小时聚
集在当地火车站广场上，准备报道金正恩乘
坐火车抵达的消息，台阶上摆满了摄像机、
直播灯、小板凳等。除了俄罗斯媒体，以韩
国、日本和西方媒体为主。

不过，大约在朝方抵达一小时前，俄
罗斯安全部门人员就开始清场，仅放行少
数记者进入内场。经过与俄罗斯总统新
闻局交涉，新华社两名记者成功进入内场
拍摄。

金正恩乘坐的专列于当地时间24日18
时左右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随后，
金正恩在俄罗斯官员的陪同下检阅了俄方
仪仗队与军乐队，并在火车站与俄方人员简
短交流。

俄方迎接客人也颇有些“小心思”。检
阅仪式上，俄罗斯军乐队除了奏响两国国
歌，还特意演奏了《喀秋莎》。另据朝中社报

道，金正恩专列当天一早经过俄罗斯边境火
车站哈桑站时，俄方官员等也专门到站迎
接。俄方还按照习俗向金正恩敬献面包、食
盐和花束。

金正恩当天的表态也颇为积极。他说，
希望此次与普京的会晤取得成功，朝方愿与
俄方就朝鲜半岛局势与双边关系发展进行
磋商。

中方相信会晤将为半岛问题提供中方相信会晤将为半岛问题提供““新的助力新的助力””

在 25 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俄罗斯和朝鲜都是中
国的友好邻邦，中方乐见俄朝加强高层交
往，深化双边合作，相信这有助于增进双
边关系的发展，也有助于地区的和平稳
定。

“我们一直关注着俄朝领导人会晤的进
展，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会晤取得比较积
极的成果。我们相信会晤将为解决半岛问
题提供新的助力。”

耿爽还说，作为半岛近邻和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一直就半岛问题保持着
密切沟通协调。双方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携手做了大量工作，共同制定了政治解决半
岛问题的路线图。

“我们愿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有关各方
一道，按照一揽子、分阶段、同步走的思路，
继续推动半岛无核化和政治解决进程向前
迈进并不断取得积极成果。”

俄罗斯专家怎么看俄罗斯专家怎么看？？

首先，半岛局势发展无疑是此次“金普
会”最令人关注的议题。

俄罗斯前驻韩国大使、俄国际事务委
员会副主席伊瓦申佐夫发表文章说，在金
正恩同中国领导人举行 4 次会晤、同韩国
总统举行 3 次会晤和与美国总统举行 2 次
会晤的背景下，金正恩与普京的会晤时机
早已成熟。

他认为，在美朝首脑第二次会晤未取得
成果等情况下，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
程需要新的动力，尤其是普京还将随后访问
中国，此次俄朝领导人会晤提供的正是推动
这一进程的动力。

其次，在俄朝两国均承受西方制裁压力
的情况下，两国双边关系发展和交流合作能
取得哪些进展，也令人关注。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托洛拉
亚认为，虽然目前两国合作受到制裁的不
利影响，但在人文、教育、科学以及边境地
区经济合作方面还是有可能推进合作。朝
鲜有意推动发展物流设施、在制裁范围外
的领域增加贸易、与俄罗斯直接用卢布进
行结算推进双边直接贸易等；俄方也有意
推进俄韩朝三方合作，建设大型铁路、输气
和电力项目。

还有分析认为，朝方希望这次访问
不但能巩固两国传统友谊，还能在拓展
两国经贸合作、缓解朝鲜粮食困难、延长
朝鲜劳工在俄工作期限等问题上取得一
定成果。

由于俄罗斯缺乏劳动力，目前约有1万
名朝鲜人在俄罗斯打工，为朝鲜赚取外汇。
但根据联合国制裁规定，这些朝鲜劳工在今
年底合同到期后将返回朝鲜。

法国一家建筑企业和巴黎圣母院发言人24
日分别回应媒体关联圣母院失火原因的报道，
否认起火点可能是烟头、电动升降机或电线。

同时，法国政府加紧推进巴黎圣母院的
灾后修缮工作。

认“违禁”
勒布拉兄弟公司是承担巴黎圣母院尖塔

修缮工程的建筑企业之一。企业发言人马
克·埃斯凯纳齐24日承认，企业旗下“欧洲脚
手架”部门的一些工人确实违反禁止吸烟的
规定，“有时”在尖塔周围的脚手架上吸烟。

法国《鸭鸣报》先前披露，警方在火灾现
场查获7个烟头的残留物，而一些工人已向
警方承认曾经吸烟。

埃斯凯纳齐说，企业“谴责”工人违规吸
烟，“但火灾自建筑内部而起”，从企业角度
看，“并非一颗烟头点着了巴黎圣母院”。

他认定，烟头连一根木头都不可能点
着，同时质疑为何能在现场发现烟头残留
物。“如果烟头能挺过这场猛烈大火，我不知
道它们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埃斯凯纳齐18日向路透社披露，“欧洲
脚手架”部门一个 12 人小组是 15 日火灾当
天唯一在现场施工的工程队。他们架设的
一台相机处于延时摄影状态，摄取的画面显
示烟雾最先从尖塔底部冒出，或许能为调查
人员提供线索。

齐“甩锅”
埃斯凯纳齐24日同时认定，火灾不可能

因为现场两台电动升降机中的一台发生故
障而触发。

他说，两台升降机“维护良好”，设在建
筑外部，距离最先冒烟的尖塔底部分别有45
米和65米。而且，工人火灾当天下班时切断
了升降机电源。

按照《鸭鸣报》的说法，调查人员认为电

气线路短路最有可能是火灾原因。这家擅
长调查的媒体同时怀疑横贯尖塔的电线可
能有问题。

然而，巴黎圣母院发言人安德烈·菲诺否认
没有遵守安全准则。他说，修缮作业全部经过
政府批准。“没有晃荡的电线，一切都妥善安装”。

早在2012年，尖塔内部便安装了火灾电子
报警器。菲诺说，火灾报警器首次发出烟雾警
报时，安保人员曾作检查，但没有报告异常情况。

菲诺说，“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否查错
了地点”。第二次警报响起时，安保人员发
现了尖塔底部的火焰。

法国检察机关目前没有排除任何关联起
火点的假设，说调查人员正考虑全部可能。

忙“修补”
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式建筑，12世纪中叶

始建，耗时近200年完工，19世纪增建木质尖
塔。15日火灾烧毁了巴黎圣母院的屋顶和
尖塔，但主体建筑得以保存。

德新社报道，法国政府已起草一份修复
巴黎圣母院方案的草案，同意应总统埃马纽
埃尔·马克龙要求发起全国性募捐活动。法
国政府发言人茜贝特·恩迪亚耶说，捐款将
用于修复工程以及培训技术工匠。

草案尚需法国议会批准。草案同时要
求政府免受部分现行法律限制，以便尽快完
成修复工程。马克龙先前希望5年内完成修
复，遭部分专家质疑。

另据参与教堂应急处置作业的勒布拉
兄弟公司披露，巴黎圣母院受损的石质拱顶
24日傍晚或25日将加盖临时性防水油布，企
业已招募职业登山者协助把油布覆盖到位。

法国文化部宣布，将自26日起拆除上世
纪中叶安装在建筑上层的彩色玻璃；教堂
西、北、南侧的玫瑰花窗一直维持中世纪原
样，不会被拆除。 新华社特稿

直击金正恩与普京首次会晤

44月月2525日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右二右二））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会谈前握手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会谈前握手。。新华社记者白雪骐摄新华社记者白雪骐摄

巴黎圣母院失火源头难寻巴黎圣母院失火源头难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