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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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供 求

遗失声明
石家庄中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分）469007000017140；组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副 本 ，证 号 ：
39679079-X；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证号：46000739679079X声明
作废。

▲王皓不慎遗失人民警察证，证号
1473，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凯乐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遗 失 信 用 代 码 证 ，证 号 ：
G10460106010744707，声明作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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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58868,13518885998

三亚市营业中大型酒店出售
证照齐全产权清晰，客房400多间。

李18789967668、叶18789966568

项目整体出售转让
海口主城区黄金地段项目整体出

售手续齐全欢迎来电咨询，中介勿

扰。电话18876696000

解除合同通知书
刘涛先生：至2015年 12月 30日
止，您已欠租金55000元，虽经我
司多次催告，你仍未缴纳。目前，
您承租的铺面已经关门，我司也无
法与您取得联系，依据《合同法》第
九十四、九十六条之规定，现通知
您方，自2016年1月3日起，解除
双方签订的《铺面租赁合同》，请您
七日内前来我司缴清欠款并清理
搬迁承租铺面内的物品，逾期按照
合同约定办理，即视为你方放弃，
我司将作为无主财产处理。
特此通知

三亚津海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O一六年一月二日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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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05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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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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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红城湖路怡田公寓1001房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为减少严重的空气污染，印度首都
新德里2016年新年伊始开始试行机动
车单双号限行，超过100万辆私家车因
此无法上路。

1日至 15日，新德里大部分车将
执行车牌尾号为单数的车单日行驶、
尾号双数的车双日行驶的规定，违规
者将被罚款2000卢比（约合190元人
民币）。

印度警察和志愿者走上街头，查找
违章车辆；一些儿童志愿者戴着口罩，
举着呼吁司机遵守规定的标语。

一些警察担心，他们没有充足人手
抓违章车，特别是在新德里这种司机无
视基本交通法规的城市。幸运的是，新
规第一天，大部分司机还是遵守规定
的。交警安基特·库马尔告诉法新社记
者：“我本来以为能在限行开始的半小
时里抓到几十辆违章车，没想到大部分
人都能遵守规定。”

为体现以身作则，新德里首席部长
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当天与几名官员
拼车上班。他表示，非常高兴多数人能
遵守规定，大家似乎理解这项减少污染

的举措。“新德里做到了，”他在社交网
站推特上写道。

37岁的医生珀勒维·阿加瓦尔以
前经常与家人开着自家SUV出行，他
们对新规表示支持。“我们已准备乘公
共交通工具出行……空气污染真的影
响我们的健康，我们必须做些什么，”阿
加瓦尔说。

59岁的机动三轮车夫 J·B·哈特
里表示：“每天我都有好几个小时堵在
路上，吸着重度污染的空气。我们会
因此生病。这（限行）是一个好的转
变。”

新规第一天，当局也采取较宽容
的态度。如果查获违章车，警察多是
予以警告，不罚钱。美联社一辆尾号
为双数的车被助理巡查员克里尚·辛
格叫到路边，说道：“今天我们只是教
育司机。”

凯杰里瓦尔去年12月24日宣布车
辆限行的实施细则，作为应对空气污染
的进一步举措。新德里空气污染严重，
冬季更甚，一方面因为低收入者烧火取
暖，另一方面缘于冷空气和厚云层阻碍

了污染物扩散。
世界卫生组织去年5月发布一份报

告，把新德里列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

的城市。去年12月，印度最高法院颁布
短期禁令，禁止排量超过2.0升的新购
柴油汽车在新德里上牌照。

尽管开局不错，但是不少人怀疑，
用不了多久，限行规定就会成为一纸
空文。

美联社说，元旦当天违章车少、道路
畅通，可能与处于新年假期、很多学校不
上课、公司和机关不上班有关，通勤量不
大。法新社也认为，新年假期过后的周
一才是考验限行规定的真正开始。

“等周一吧，人们会回归他们的坏
习惯。新德里人已经习惯用自己的车
了，”搭乘公交的通勤族基尔提·拉尔
说。

限行细则规定，清洁能源汽车、摩
托车等两轮机动车、部分政府公车、执
法和紧急服务部门车辆、女司机独自或
带12岁以下儿童驾车出行以及残障人
士所驾驶汽车均不在限行之列，一些专
业人士认为，如此多的“例外”难免让政
策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窘境，执行力
度恐将大打折扣。特别是摩托车不在
限行范围内，引来很多争议。另外，一
些人认为，很多人会伪造车牌，或者买
第二辆车，以规避限行规定。

刘学（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为减少严重的空气污染

新德里试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超过100万辆私家车因此无法上路

1月 1日，在印度新德里，志愿者手持标语牌协助监督单双号限行政策遵守
情况。 新华社记者 毕晓洋 摄

印度安全部队2日说，数名武装分
子当天袭击北部旁遮普邦一处空军基
地。历经数小时枪战，4名袭击者被击
毙，两名印度空军成员遇害，另有6名
安全人员受伤。

印度媒体援引安全部队官员的话
报道，当地时间2日凌晨4时许，数名武
装分子潜入靠近巴基斯坦边界的伯坦
果德空军基地，企图破坏基地内的米
格－29战斗机和直升机，与安全部队发
生交火。

当地警方负责人维贾伊·辛格告诉
《印度斯坦时报》，枪战持续大约3小时，4
名武装人员毙命，两名空军成员遇害。
此后，安全部队对空军基地展开进一步
排查，以确定是否有漏网的武装人员。

报道称，冲突现场如战场一般，但
米格－29战斗机等主要空军装备没有
受到任何破坏。

另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袭击者身
穿制服，当时驾驶一辆政府用车抵达现
场并发动袭击。

印度安全消息人士推测，武装分子
可能属于一个极端组织。

就在一天前，旁遮普邦一名警方高
官驾驶的汽车遭5名身穿制服的武装
人员劫走，促使当局提升了在旁遮普邦
的警戒水平。不过，眼下尚不能确定两
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

就在一周前，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
迪突访巴基斯坦，与巴总理纳瓦兹·谢里
夫短暂会面。此访引发热议，被外界认
为对两国关系回暖具有“象征意义”。

一些安全分析师认为，袭击发生时
间与莫迪访问临近，且发生地位于印巴
边境地区，很可能由一些极端组织发
动，目的是破坏回暖的印巴关系。

“莫迪在拉合尔降落的那一刻，像
这类袭击就很可能会发生，”美国智库
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南亚问题专家迈克
尔·库格尔曼说，“目前来看，印巴之间
有足够的善意消化这次袭击，破坏行动
不会奏效。”

徐超（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印度北部一空军基地遭袭
44名袭击者被击毙名袭击者被击毙 两名空两名空军成员遇害军成员遇害

以色列最大海滨城市特拉维夫1
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7人受
伤。

执法部门怀疑，枪手可能是来自以
色列北部的以色列裔阿拉伯男子，他的
父亲通过播放的袭击现场闭路电视画
面认出了他，并向警方报告。

开枪扫射

枪击事件发生在特拉维夫市中心
一家酒吧附近，旁边一个杂货店的闭路
电视记录了袭击现场画面。

画面显示，一名戴眼镜的短发男子
身背黑色背包，先是在杂货店镇定自若
地假装挑选食品，然后走到店门口，将
书包放在购物车上，随即从包里掏出一
把轻型冲锋枪走出杂货店，在酒吧门前
开枪扫射，袭击者随后逃走。

法国游客亚历山大·兰贝描述，枪击
发生时自己在酒吧对面的一家咖啡馆。

“我听到了枪响，于是转过身……
我听见喊叫声，看见一名男子正在开枪
射击，他留着棕色头发，身穿一件灰色
毛衣，（袭击后）逃离了现场，”兰贝说，

“（这个场景）让我立刻想到了巴黎系列
恐怖袭击。”

按医务人员和警方的说法，袭击后，9
名伤者被送往医院，其中两人不治身亡。

“刚刚开业”

事发酒吧附近的一家珠宝店店主
哈伊姆·平托说，枪击案发生时，自己正
要闭店。

“（附近的）人们向我的方向跑
来……看到骚乱后，我回到了自家店
里，还有一个女孩也（逃了）进来，我们
躲在了盥洗室，直到枪击结束，”平托告
诉法新社记者。

他还说，遭枪击的酒吧“几个月前
才刚刚开业”。

以色列《国土报》报道，另一视频画
面显示，枪手扫射时，惊慌地酒吧顾客
纷纷躲避到餐桌下。当时，一伙人正在
酒吧里举办生日聚会。

特拉维夫市长罗恩·胡尔代前往医
院探望枪击事件受伤者，在与几名伤者
交谈后，他说，“一群伙伴正在庆祝生
日，一名男子（却）在外面向他们开枪”。

父亲举报

法新社报道，数百名警察在事发区
域附近进行挨家挨户的搜寻，警方还派
出了直升机。

按以色列警方的说法，目前尚不能
确认袭击者的身份和作案动机。

不过，以色列媒体报道，袭击者来
自以色列北部，年龄在29岁左右，他

的父亲通过电视台播放的袭击现场
闭路电视画面认出了他，并向警方报
告。

警方晚些时候表示，在事发区域附
近发现了一名身受枪伤的以色列裔阿
拉伯男子，后者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
亡，但目前无法确定这名男子与枪击事
件是否有关联，有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警方的搜寻工作也仍在继续。

刘曦（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以色列发生枪击事件
2人死亡7人受伤

1月1日，法警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发生枪击事件的酒吧外取证。 新华社/路透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上图）1日发表新年
致辞，表示朝鲜将为开展北南对话、改善北南关系
而积极努力。金正恩在讲话中没有提及朝鲜的核
项目。

韩国执政党和主要在野党均对金正恩这番表
态表示欢迎，但表示朝鲜应当为改善南北关系作
出更多努力。

呼吁对话

金正恩当天通过朝鲜中央电视台发表自他
2011年末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以来第四次新年
致辞。讲话持续大约30分钟，约四分之一篇幅谈
朝韩关系。

金正恩说，朝方将为举行朝韩对话、改善北南
关系作出“积极有为”的努力，“只要是盼望民族和
解、和平与统一的人，无论是谁，都可以坦诚探讨
这些问题”。

他呼吁韩方珍视去年8月朝韩高级别会谈的
协商精神，不要作出有损对话氛围的行为。朝韩
去年8月25日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地雷爆炸和
相互炮击事件后举行高级别会谈，同意缓解紧张
局势。双方12月中旬再次举行高级别对话，但无
果而终。

金正恩在致辞中提及朝方主张的朝鲜半岛和
平统一三大原则，强调“自主统一”，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他再次要求美国与韩国停止“侵略战争”演
习和军事挑衅。

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主要强调经济建设，要
求2016年“集中精力建设经济强国，在经济发展
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迎来全新转机”。

他说，“今年是重要的一年”，因为今年5月将
举行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要把
七大办成胜利的大会、光荣的大会”。

金正恩在致辞中没有提及朝鲜核武力与经济
发展“并进”路线。在军事领域，他要求从各方面
强化政治军事威力，加强国防力量建设，研发“多
样化”打击手段。

韩国欢迎

韩国政府回应说，韩方对南北对话持开放态
度。

韩联社援引一名政府官员的话报道，朝方应
当认可“我们为改善南北关系和构建和平统一基
础的努力”，韩方希望与朝方共同努力。

这番话显然对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谴责韩国
的统一政策表达不满。

执政党新国家党一名发言人说，金正恩表示
有意改善南北关系，意义重要，但为了体现诚意，
朝方必须遵守“8·25”协议。

这名发言人说，虽然朝韩去年举行了南北离
散家属团聚活动，但韩朝对话未能取得重要进
展。他强调，朝方应当为构建南北互信作出更积
极的努力。

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前“新政治民主联
合”）一名发言人对朝方希望发展经济表示积极评
价，说南北应当展现更多诚意，更积极地改善关
系，扩大经济合作。

一些韩国分析师认为，金正恩在2015年新年
致辞中表示如果条件成熟，韩朝双方没有理由不
举行首脑会谈，但今年的讲话并没有体现出新意。

韩国东国大学朝鲜学系教授金榕炫认为，韩
朝关系眼下依旧陷于僵局，金正恩“可能在暗示，
朝方在等待首尔先行动”。南北都有改善关系的
理由，但似乎都不想先送出“大礼”，“双方都想维
持谈恋爱的气氛，但都不愿主动出击”。

金榕炫预测，韩方能否在4月国会选举后为
韩朝关系注入动力，朝方能否在劳动党七大前后
在南北关系上发力，很可能左右2016年朝韩关系
的全年走向。

胡若愚（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发表新年致辞

金正恩再递橄榄枝
韩国朝野积极评价

据新华社巴黎1月1日电（记者郑
斌 尚栩）据法国媒体1日报道，一名男
子当天下午在法国东南部城市瓦朗斯
一个主要的清真寺门口驾车撞向执勤
军人，造成一名执勤军人受伤，该男子
随后被执勤军人开枪打成重伤。

报道说，4名军人当天下午在瓦朗
斯的这一清真寺周边执勤，当时有很多
人在清真寺内参加宗教活动。一名男
子驾车两次故意撞向执勤军人，造成一
名执勤军人膝部和胫骨受伤，随后被执
勤军人开枪打成重伤。此外，一名路人
被执勤军人开枪射击的一颗流弹击中
小腿，被送到医院救治。

报道说，警方没有在这名男子的车
上发现武器和爆炸物。经查，该男子不
是当地人，而且没有案底，作案动机尚
不清楚。

报道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这是一
次恐怖袭击。瓦朗斯地方检察院已对
此次事件展开调查。

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和内政部
长卡泽纳夫当天发表联合公报，对在瓦
朗斯清真寺周边执勤的军人表示全力
支持。公报说，执勤军人是出于自卫而
开枪射击。

驾车故意撞向清真寺周
边执勤军人

法国一男子
被开枪打成重伤

1月 1日，在法国东南部城市瓦朗
斯，警察站在肇事车辆旁。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