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遭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杀害后，约旦军方5日对
“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

分析人士说，约旦飞行员遇害在中
东引起公愤，一些国家打击“伊斯兰国”
的行动将继续，但由于各国间存在看法
上的不同，打击力度可能不一。

约旦飞行员遇害使中东民众对“伊
斯兰国”满腔怒火，讨伐声众。

在埃及，被视为反对派的穆斯林兄
弟会和埃及当局破天荒地在这一事件
上表态一致，称“伊斯兰国”杀害约旦飞
行员的方式极为残暴。

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和反
对者均谴责“伊斯兰国”残暴杀害约旦飞
行员的行为。叙利亚重要盟友、与约旦交
恶的伊朗方面表示，杀害约旦飞行员的行
为“惨无人道，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

黎巴嫩什叶派组织真主党旗下的
灯塔电视台称，这是“伊斯兰国”犯下的
诸多暴行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
次”。卡塔尔政府同样痛斥这次杀戮行
为，称它有悖于伊斯兰教教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这是一

种“野蛮”行径，并谴责这一暴行。
除阿联酋外，参与打击“伊斯兰国”

的其他中东国家，如约旦、沙特、巴林等
短期内会继续打击行动，甚至会加强打
击力度。

约旦军方说，多架约旦战机5日打
击了“伊斯兰国”目标，包括武装人员训
练营地、武器和弹药库等。

约旦自去年9月参加打击行动以
来，前期一直保持低调，原因之一是国
内民众反对参与打击行动，“伊斯兰国”
也有意利用飞行员事件，迫使约旦退出
美国主导的联盟。但飞行员遇害后，约
旦国内反“伊斯兰国”情绪空前高涨，加
大了打击力度。

中东国家对“伊斯兰国”未来几年
扩大控制范围的企图深感不安，同时这
些国家也因参与国际反恐联盟面临威
胁。阿联酋军事分析家西奥多·卡拉西
克指出，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是“伊斯兰
国”组织未来5年扩张领地的首选目标。

约旦飞行员遭俘后，阿联酋暂停参
与对“伊斯兰国”的打击，担心本国飞行
员遭俘恐无力营救。阿联酋借此要求，

美国在伊拉克北部部署相关搜救力量，包
括“鱼鹰”式倾转旋翼机，而不是将其部署
在科威特境内。有报道称，“鱼鹰”未部署
到位前，阿联酋不会重启打击行动。

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对打击“伊
斯兰国”的意愿最坚决。原因在于，什
叶派穆斯林在伊朗占多数，而“伊斯兰
国”属逊尼派极端组织，两者水火不
容。伊拉克和叙利亚同属什叶派穆斯
林执政国家，两国也是“伊斯兰国”最大
受害者，是打击“伊斯兰国”的主战场。

但逊尼派掌权的阿联酋和沙特担心
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占据主
导。目前，伊朗对同属什叶派的伊拉克政
府提供大量援助，受到援助的什叶派民兵
也成为对抗“伊斯兰国”的主要地面力量
之一。反对逊尼派的部族力量壮大，恐怕
是沙特、阿联酋等国不太愿意看到的。

由于埃及国内安全局势堪忧，尤其
近期在西奈半岛发生多起恐怖袭击，埃
及政府目前主要以维护国内局势、打击
国内恐怖组织为主。在打击“伊斯兰
国”问题上，埃及几乎没有实质性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看法不同 步调不一

中东国家打击“伊斯兰国”
能有多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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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3976599920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注销公告
海南交大南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日起45
天内来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遗失声明
儋州白马井源胜汽车配件店遗失
平 推 机 打 发 票 18 张 ，代 码
146001310202，号码 02462618、
02462619、 02462621 一
02462627、 02462629 一
024626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南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空白货物销售发票（三联），发
票代码：146010421032，发票号
码 ： 02289776- 02289779，
02289801-02289825共29份；发
票代码：146010521033，发票号
码 ：01423026- 01423050 共 25
份，声明作废。

号：469035600028943 ，声明作
废。日报2证，金额
▲卢教女遗失儋州市那大文化北
路银岛小区B22、B23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证》一本，证号:儋国用
(2009)第703一2号，现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洛基茶山大昌农家乐
酒家遗失餐饮服务许可证一本，证
号:(2014)第469003一00084号，
现声明作废。
▲海南国恒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号码:
琼地税海口字460100056364014
号，声明作废。
▲海口忠艺装璜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琼地税海
口字 460100754378069,声明作
废。
▲海南登达投资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4000701，声明作废。
▲刘人杰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 运 输 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
4690070020008002966，特此声
明。
▲ 张 蒙 蒙
（130921198601095022）于 2010
年 11月 22日在妇幼保健院出生
女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编号：
K46014624，声明作废。

▲潘孝昌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 身 份 证 一 张 ，证 号 为:
460005199005124538，特 此 声
明。
▲儋州鹏翔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 一 本 ， 注 册 号 ：
469003000010617，特此声明。
▲钟丽英遗失小学高级教师资格
证书，证书编号：20085374，声明
作废。
▲北京中咨海外咨询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海口美兰丝路发艺文化沙龙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本，证
号：4600031980040983262 声明
作废。
▲海南东亿宝装饰装修工程有限
公司原印章刻错字，现声明作废。
▲陈薇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102198207311245，特 此 声
明。
▲海口龙盛世纪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2），注册
号：460100000525072，税务登记
证 正 本 ，琼 地 海 口 税 字 ：
460100082521028号，声明作废。
▲保亭加茂燃情咖啡休闲屋遗失
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变更公告
海口海陵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原

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己经变更，现在

此申明该公司原有债权债务由原

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承担，变更后产

生的新债权债务由新法定代表人

及股东承担，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之日起，30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口慧生缘木艺有限公司拟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日起45

天内来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文昌市中心旺铺特惠
文昌中学和新医院旁旺铺特价，有
房 产 证 可 按 揭 。 谭 ：
18289937783，梁：13807616838

富民工程投资理财项目
抓住商机，66775683 18976676629

互联网金融项目寻合作
未来七大赚钱行业之一，互联网金
融，项目已上线运营，欢迎咨询考
察，13976660898

三亚市内一线海边6亩土地
项目寻求转让15595690730朱明

通知
廖亚娜，女，系海口市琼山府城中
学教师。自2014年12月25曰至
今未回校工作。望你见报后七天
内（2月15）回校报到，逾期学校将
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实际情况。

海口市琼山府城中学

通知
李克栋你已拖欠3个月房租及半
年物业管理费，请于2015年 2月
15日前与我方联系结清欠款，违
期我方将对房屋内物品进行处
理。电话：13627543497张长群

2015年2月5日

遗失声明
海口龙盛白沙门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琼地海税
字：460100594947954号，发票领
购簿，公司财务印章，法人印章，组
织机构代码副证：59494795-4，交
行印鉴卡，声明作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宝通富翔典当
资金充实，快速办理大额典当
18976236863，13907530681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联合国有望下周通过一项新决
议，制裁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开展
石油交易的个人和企业，同时采取多
种手段切断恐怖主义组织主要资金
来源。

该制裁决议草案由俄罗斯提交，先
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内部讨论，6日在安理会一场全体会议
上首次讨论。

草案提出，“伊斯兰国”、“支持叙利
亚人民圣战者阵线”（又称“救国阵线”）
和“基地”组织等控制的油田、炼油厂、
水坝、发电站等基础设施所产生的利润
正成为这些恐怖主义组织的主要收入

来源之一，其他收入包括勒索、绑架赎
金、国外私人捐赠以及从所控制地区掠
夺钱财。

草案重申禁止联合国成员国与“伊
斯兰国”展开直接石油交易，呼吁“伊斯
兰国”控制区邻国、尤其是土耳其协助
打击这一极端组织的石油、农产品、抢

劫物品走私。
联合国去年 11 月发布的一份报

告预计，“伊斯兰国”每天销售石油获
取收入85万美元至165万美元。

草案呼吁193个联合国成员国采
取“恰当措施”，禁止走私和交易从叙
利亚非法偷运出的文物、古董以及其

他“具有历史、文化、罕见科学和宗教
重要性”的物品。

同时，草案重申，向已经列入联合
国制裁名单的个人和组织支付赎金属
于非法行为，所有成员国应该冻结这些
资金。

韩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禁止成员国与“伊斯兰国”展开直接石油交易

联合国欲断“伊斯兰国”财路

联合国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成为伊拉克儿
童的梦魇，这一组织不仅虐待和绑架伊
拉克儿童，还将他们明码标价，贩卖为
奴。

报告还谴责“伊斯兰国”在血腥的恐
怖行动中越来越多地利用儿童。联合国
儿童权利委员会的专家雷娜特·温特说，
有报道称，“伊斯兰国”使用儿童发动自

杀式炸弹袭击，而这些儿童大多数甚至
不清楚要发生什么。温特说，“伊斯兰
国”训练只有8岁的儿童充当娃娃兵，并
在占领地区公开贩卖一些少数族裔的儿
童。她呼吁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在全
国范围内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当前，
行事残忍的“伊斯兰国”依然控制着伊拉
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

张伟（新华社微特稿）

“伊斯兰国”贩卖儿童作奴隶

2月5日，一架约旦空军战机在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实施空中打击后在约旦
首都安曼着陆。当日，约旦多架战斗机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实施空中打击。这是
自约旦3日确认本国飞行员卡萨斯贝(图左上角)遭“伊斯兰国”杀害以来，首次空袭
这一极端组织的目标。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墨西哥城2月6日电（记者钱泳文）墨
西哥警方6日在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市一废弃火葬
场内发现61具尸体，死者中包括数名妇女和儿童。

当地警方发言人说，废弃火葬场周边的居民
因闻到异味而报警，警方随后在这个已废弃一年
多的火葬场内发现61具尸体。

警方说，根据尸体腐烂程度可以判定大多数
人的死亡时间为数月前。

墨西哥媒体援引格雷罗州检察长米格尔·安
赫尔·戈迪内斯的话说，警方正就这些死者的身份
展开调查。报道称戈迪内斯并未透露这一事件是
否与犯罪组织间的暴力冲突有关。

格雷罗州是墨西哥犯罪率最高的州之一，盘
踞着多个贩毒组织。

墨西哥一废弃火葬场
惊现61具尸体

2月6日，一名警察在墨西哥格雷罗州阿卡
普尔科市的废弃火葬场外警戒。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巴格达2月7日电（记者陈序）据
当地警方消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7日连续发生
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34人
受伤。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
者，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当天早晨闯入巴格达东南
新城区的一家餐馆后引爆身上的爆炸物，造成餐
馆内6名顾客死亡，另有21人受伤。随后，另一
名自杀式袭击者在巴格达市中心一处热闹的集市
引爆炸药，造成至少5人死亡，另有13人受伤。
死亡人数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这两起爆炸袭
击。

2014年，伊拉克发生的各种恐怖袭击和暴力
冲突共导致12282名平民死亡，另有超过2.3万名
平民受伤，为近年来最多。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2月6日专电（记者赵
焱 陈威华）巴西东北部城市萨尔瓦多6日发生一
起警方与银行劫匪交火事件，12名劫匪被当场击
毙，一名警察殉职，此外还有3人受伤。

警方说，他们接到情报显示有一帮劫匪计划
抢劫一家银行，当他们到达银行所在街区时，迎接
他们的是匪徒的子弹，警察立即予以回击，一举击
毙12名匪徒，并缴获15支手枪、2件防弹衣、大量
子弹和可卡因、大麻和快克等毒品。

交火发生在萨尔瓦多市中低收入阶层居住的
街区，当时有近30名涉嫌抢劫银行和贩毒的嫌疑
人。3名参与交火的警察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并
将自己的枪械交给警察局。3名受伤者都已经被
送往医院治疗，其中2人伤势严重。

巴西警方与劫匪交火
造成13人死亡

法国总统奥朗德7日在法国南部
城市蒂勒向媒体表示，他和德国总理默
克尔6日在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的会谈是避免战争
的“最后几个机会之一”。

奥朗德说，法德俄三方在莫斯科
的会谈存在困难与风险，但却不可或
缺。法德两国领导人都认为，乌克兰
危机已造成众多人员伤亡，各方若不
能就乌克兰问题达成一个持久的和
平协议，“在欧洲的大门口”将有战争
风险。

奥朗德认为，法德两国在解决乌克
兰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法国无法
仅凭一己之力“获得成功”，他与默克尔
已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尽了责任，现在其
他有关各方也应为此作出努力。他还
指出，应努力使各方观点更为接近，俄
德法乌四国领导人8日还将举行“诺曼
底模式”电话磋商。

奥朗德和默克尔6日造访莫斯科，
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约5小时
闭门会谈，就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展
开磋商。

会谈后，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表示，与会各方进行了建设性、内容丰
富的实质性会谈。根据德法领导人建
议，目前俄德法三方正在起草一份关于
实施明斯克协议的文件。各方尚未透
露该文件具体内容。

分析人士认为，在乌克兰东部冲突
加剧、乌问题三方联络小组1月31日明
斯克会晤以失败告终的背景下，此次

“闪电式峰会”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西方国家围绕乌克兰问题展

开频繁外交活动。美国国务卿克里5
日访问乌克兰，与乌当局讨论和平解决
乌东部冲突问题。默克尔和奥朗德不
久前也曾造访乌克兰。不过，美国提出
的解决乌克兰危机方案比较强硬，而德
法方案相对温和。

奥朗德认为，实现乌东部停火是解
决乌克兰危机的第一步。

默克尔表示，乌克兰危机只能以
明斯克协议为基础，通过外交手段解
决。她表示，莫斯科三方会谈未必能
够促成乌东部停火，可能需要就乌克
兰危机举行新的会谈。

在乌东部冲突持续情况下，美国
总统奥巴马正在综合考虑各种方案，

包括向乌克兰提供防务支持。
但美欧对此存在明显分歧。欧盟

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法国已表示
不准备参与向乌提供武器的讨论，德
国则认为向乌提供武器无助于解决乌
东部冲突。俄方对美国可能向乌提供
武器表示忧虑，认为这不仅会使乌东
部局势恶化，而且对俄罗斯安全构成
直接威胁。

与欧盟相比，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对
俄罗斯施加的压力更大。美国副总统
拜登日前指责俄罗斯运用武器和能源
两个手段开展外交活动，并指责俄罗斯
向乌东部派遣军人和运送武器装备，呼
吁欧洲和美国与乌克兰当局站在一条
阵线上。

显然，俄德法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
的“闪电式峰会”虽给政治解决乌克兰
危机带来一线新的希望，但由于各方分
歧依旧，化解危机之路仍将漫长。

目前，当务之急是避免冲突和对
抗进一步升级，尽快在乌东部地区实
现停火。各方只有坚持政治解决的大
方向，乌克兰危机才有可能从根本上
得到化解。 （综合新华社电）

乌东部局势恶化 明斯克会晤以失败告终

俄德法三国领导人“闪电式峰会”
能化解乌克兰危机吗？

伊拉克首都连环爆炸
至少11人死亡

2月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中）、法国总统奥朗德（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莫斯
科克里姆林宫会面，商讨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 新华社/法新

2月7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警察在爆炸
现场警戒。 新华社/法新

北约最高军事长官、美军上将菲利
普·布里德洛夫7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
上说，西方国家不应该排除向乌克兰军
队提供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选项。

媒体报道，这是布里德洛夫在乌克

兰问题上最为强硬的公开表态。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立即排除军

事选项的可能性，”布里德洛夫强调，
他是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不是派
遣部队。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北约最高军事长官在乌克兰问题上强硬表态

不应该立即排除军事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