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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叙利亚动手后

西方对俄罗斯
展开外交攻势

叙利亚时间14日凌晨，美英法打
击叙利亚境内目标，遭俄方谴责。那
以后，西方国家就化学武器议题再度
对叙政府展示强硬态度，但不时向俄
罗斯“示好”。

美国军方14日说，策划军事打击
叙利亚的方案时，美方考虑了尽量减
小对驻叙利亚俄罗斯军队的威胁。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 15日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向俄方伸出橄榄枝，称“我
们应该联手推动叙利亚政治进程，从
而找到化解危机之道”。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呼吁德国
政界人士保持与俄对话，警告“必须
关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加速
疏远”。

向俄罗斯“示好”

同时，西方领导人强调经由外交
途径化解叙利亚危机的重要性。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说，为化解叙利亚危
机，“叙利亚人的最大希望是政治途
径”。

美英法三国在军事行动后起草一
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呼吁向
叙利亚无障碍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
联合国监督下实现停火，要求叙利亚政
府参加由联合国主导的和平对话。

法新社以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政府将推动由联
合国主导的对话，“推动政治解决途
径，聚焦宪法改革和公正选举”。

在法国国际与战略事务研究所分

析师卡里姆�比塔尔看来，西方国家这
番外交攻势说明，它们寻求在军事行
动后找回对叙利亚危机的影响力。“过
去几周，西方势力看似已经‘出局’，而
讨论叙利亚未来的是俄罗斯、伊朗和
土耳其。”

本月初，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领
导人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叙利亚
问题峰会。这是继去年 11月俄罗斯
索契峰会后，三国领导人第二次面对
面讨论叙利亚问题。索契峰会上，俄
土伊倡议召开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
今年 1月 30日，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
在索契举行，各方同意设立叙利亚宪
法委员会，呼吁叙利亚举行选举。

美英法寻返场？

俄罗斯方面15日谨慎回应西方
国家的示好姿态。俄罗斯外交部副
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说，就由美
英法三国提交至安理会的叙利亚问
题决议草案，俄方会予以研究，提示
在叙利亚问题上双方难以实现妥

协。里亚布科夫同时说，俄罗斯将尽
全力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俄罗斯外交部分管不扩散和军
备控制的官员弗拉基米尔�叶尔马科
夫说：“有充分理由相信，对叙动武
后，美国会期待与俄方作战略对话。”

俄罗斯有回应

美英法三国对叙
利亚发动军事打击
后，叙利亚驻联合国
大使巴沙尔�贾法里
10日拍的一张照片
在网上刷了屏。照片
中的贾法里参加完联
合国会议，怅然独坐，
显得无奈又无助。连
日来，联合国安理会
召开叙利亚问题会
议，贾法里“喊冤”：有
毒化学物质是在英美
等国的帮助下被偷运
入叙的。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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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产 搜 搜 搜
广告咨询电话：63136669

售 房
△武侯路交警支队家

属 院（22中 分 校 东 隔
墙）五楼三室两厅 126
平方米，大市房产证，
非诚勿扰。

电话：15565676967
△雪枫桥头与白河大

道交叉口有单元房，四
室两厅双卫 189平方
米，低价售。

电话：60558789
△卧龙桥北头西300

米造纸厂家属院单元
房，三室两厅双卫 149
平方米，5楼（共6层）地
下室10平方米，低价售。

电话：15938891666
△张衡路美丽之都现

房，可办证，面积138平方
米、55平方米，价面议。

电话：13937710336
△中州路金玛特西

100米单位家属院 4楼
三室两厅，126平方米，
价格面议。

电话：15837750788

售 房
△21小兴达花园，4楼

88平方米两室简装，首
付25万，可商贷公积金。

电话：15236009203
△售中达白河首府抵

帐 房 ，南 阳 大 桥 向 东
800米路北中达白河首
府小高层，有平层和楼
中楼。抵帐房，低价甩
卖，欲购从速。

电话：13598290493
△三中旁，4楼 3室

116平方米中装，可商
贷公积金，首付16万。

电话：15716633186
△光彩市场西临信臣

路，双层 110平方米/4
间现房，租赁中可直接
收益，45万包更名。

电话：17503816663
△仲景路县医院后

面，诚发都市新城二室，
92平方米，19楼，毛坯
现房，包更名，45万，七
小，三中附近，急售。
电话：15538430606

售 房
△九中旁，3楼3室136

平方米精装，停车免费，可
商贷公积金，首付25万。

电话：17513622073
△东城一品128平方

米3室，毛坯现房，包更
名可直接网签。

电话：18937736010
△1楼四世同堂有证

可按揭，160平方米中装
张衡路财局，送车位。可
商贷公积金，首付28万。

电话：18937736010
△西区地王碧桂园紧

邻商铺，双层 110平方
米现房，45万包更名。

电话：15637780039
△高端社区宇信凯旋

城毛坯三室，138平方米，
楼层好户型好，可分期。

电话：18203887327
△白河大道海昌花

园，电梯7楼，四室两厅
183平方米，河景房，大
市证首付28万。

电话：15938821575

售 房
△有证电梯房，香樟

美域，首付 23万，精装
两室90平方米，张衡路
明山路口。

电话：18537755785
△卧龙桥北头，文化

路南头西边，万家园（滨
河鑫苑）5楼平层一梯二
户，门前大型停车场，中
央空调，观河景，离学校
近（周边有15小、13中、
4小、12中、22中）。2套
一层，每套206平方米，
5600元每平方米，急
售。适合投资入学，居
家，办公，旺宅。

电话：18837705990
△高端社区宇信凯旋

城精装三室，楼层好户型
好，可分期，首付40万。

电话：17761613139
△21小附近兴达花

园 ，四 楼 通 透 大 四 室
168平方米，市证可按
揭，送储送车位。

电话：18211865326

售 房
△大市证首付23万，

仲景豪庭，三室 140平
方米，新 13中附近，张
衡路明山路口。

电话：13333661448
△新实验小学，电梯

大两室两卫，宛都名邸
中间楼层，已备案可首
付53万。

电话：15670282858
△兴达花园两室88平

方米，大市证，21小附近，
首付25万左右，有钥匙，
随时看房，三天必卖。

电话:15737778721
△人民路范蠡路口

家属院，5楼三室，三中
九小附近，双气入户，
免费停车。

电话：18737706329
△首付 12万，大市

证，80平，2室 2厅，仲
景路与药都路交叉口
小区，八小三中附近。

电话：15538430202
△车站南路，11小附

近，电梯四楼，精装修
三室两厅 136平方米，
楼层佳位置佳，院内有
独立停车厂，已网签，
60万需全款。

电话：15538434141

售 房
△兰乔圣菲，2室，高

层，2018年底交房，可
按揭首付 33万，月供
1900元，66万元，后期
费用已交，可公正。

电话：15538437272
△出售，雪峰桥旁锦

城 国 际 ，两 室 三 室 均
有，可更名。

电话：15538432121
△新十五小附近，95

平方米，两室两厅，新
房中等装修，楼层好，
全天采光，包更名包后
期，新市政府附近。

电话：15538436969
△河南长江西路，不动

产证，可按揭，高层非顶
楼，两室58平方米24万。

电话：15538433131
△精装修两室两厅

90平方米，电梯高层，
手 续 齐 全 可 更 名 45
万，长江路万正世家对
面长江银座。

电话：15538430808
△长江东路天泽苑

2008年新房，96平方
米 精 装 两 室 ，新 装 未
住，户型南北通透，全
款41万可更名。

电话：15538435252

售 房
△三川御锦台20楼3

室125平方米毛坯首付
35万，户型好。

电话：18337733978
△急售红庙路门面一

间52平方米，明山路门
面三间三层 210平方
米。

电话：13639671151
17717913972

△婚房首选，精装二
室二厅 105平方米，环
保品牌家具家电齐全，
八中附近明伦尚书房，
全款37万。

电话：15538439191
△21小附近，财富公

馆五证齐全，二室，全新
毛坯，90平方米，高层，
一次性，50万包更名。

电话：15538439696
△白河加油站，新装

电梯房未入住，128平
方米，58万，三室两厅，
采光好停车方便。

电话：15538438686
△张衡路与工农路交

叉口，两室两厅，99.5平
方米，电梯新房，精装
修，可转按揭，已网签
五证齐全房。

电话：15538431212

与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动武同步，西方国家着手外交攻势，重点拉
拢俄罗斯。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15日警告勿妖魔化
俄罗斯，强调德国将在与俄保持对话方面发挥作用；法国外交部长让－
伊夫�勒德里昂向俄方喊话，呼吁联手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

法新社援引政治分析师的观点报道，前一段时间，西方国家看似已
在叙利亚问题的解决进程中被“踢出局”。对叙动武后，西方势力希望以
外交攻势重新影响叙利亚政治危机、迫使叙利亚政府回到谈判桌前。

15日，大马士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会见了俄罗斯代表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