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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河南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编号为：
02160916，特此声明。
▲定安定城铭科通讯店遗失中国
移动通讯集团海南有限公司资金
往来专用发票（单联式），编号为：
0330860，声明作废。
▲胡壮凌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460034199009271529，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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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售临街一层商铺1128m2

（套内980m2），460万个人产权！
详情：13519891203韩小姐。

公告
邓光，男，1962年1月23日生，东
方市人，现在东方市三防办工作。
现登报通知本人，于登报之日起7
天内速回上班，如不按期限回来上
班，则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东方市三防办（25522131）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股东：
公司定于2016年3月12日上午十
点整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大会，
会议内容：更换董事会成员。请各
位股东准时参加。

海南中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4日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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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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754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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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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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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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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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信投资
解决资金缺口、长短期应急企业及
个人创业、利息特低，快速下款！
电话：089866672300

▲王宏宇遗失警官证，编号为：琼

边字第2164号，声明作废。

▲王家能遗失身份证、驾驶证，编

号为：513027196702026652，特

此声明。

▲王新文遗失导游证IC卡，导游

证号：D-4602-996531，特此声明

作废。

▲海南好美家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座落海口市龙昆南路西侧土地使

用权证，证号：海口市国用（2003）

第007602 号，现特此声明。

▲海南望牛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 2 一 1 注册号：

460100000235336,声明作废。

▲文昌建海建材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

昌文建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0237202,声明作废。

▲海口天堂鸟服装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税字

号:460100082527331，特此声明。

▲许宇宏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22197310132718，特此声明。

金融类公司精装铺面招租
18289771668

海口市龙华路一楼铺面出售
面积360m2，可包租12年
回成本13907693893

超低价转让酒店和商铺
项目资金短缺，超低价转让经营中
四星酒店及临街商铺。酒店（约
1.7 万 m2，市值 1.5 亿元）转让价
7000万元；商铺（约1.3万m2，市值
2亿元）转让价1.1亿元，财产位于
兴隆旅游区黄金地段，可股权或物
权交易，本信息自登报之日起16
日 内 有 效 。 联 系 人 ：黄 先 生
13637528760 谢绝中介

田赐良缘五常大米
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总经销：18976176757微信号
岛内物流免费送货 360元/箱20斤

碧海丹城二期交房通知
尊敬的业主：本项目定于2016年1
月30日交房，请业主于30日起到
物管处办理手续（电话 0898-
36620111/222）海南积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5日

▲五指山宏达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 证 号 ：
469001000006919，现声明作废。
▲临高潭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9028NA000154X，现声明作废。

冷冷冷！韩日天气也“告急”
受北极地区冷空气影响，韩国本周末迎来“最强寒流”，大部分地区出现今冬以来的最低温度，首都首尔的体感温度甚至不足零下20摄氏度，韩

国气象厅5年来首次就首尔天气发布寒潮预警。与此同时，日本西部、西南部和中部地区也迎来大风和强降雪天气，恶劣天气预计持续至25日。

韩国气象厅预报，已经持续多日的
寒流本周末升级为“最强寒流”，韩国大
部分地区出现今年冬季的最低温度，首
都首尔更将迎来酷寒。

23日，首尔温度为零下13摄氏度至
零下9摄氏度，体感温度甚至不足零下
20摄氏度。寒流24日达到顶峰，首尔
最低气温将进一步降至零下 18摄氏
度。全国各地将迎来入冬最冷天气。

另一方面，首都圈还将刮起四五级

大风，令体感温度更低。即便在韩国南
部的光州，温度也将下降至零下12摄氏
度至零下6摄氏度，济州为零下4摄氏
度至零下2摄氏度。

韩国气象厅预测，忠清以南西海岸、
京畿南部和忠清北道还将降雪。

韩国气象厅23日发布首尔寒潮预
警。韩联社报道，韩国气象厅寒潮预警
的两种情况分别是：第二天气温比前一
天骤降15摄氏度，或连续两天气温不足

零下15摄氏度。
除首尔，韩国气象厅还对京畿道等

地也发布了寒潮预警。
韩国南部度假胜地济州岛遭遇30

多年来最大暴风雪，当地机场24日继续
关闭，数万旅客受到影响。路透社报道，
这是济州岛32年来最大降雪。截至24
日，累计降雪量已达11厘米，部分山区
积雪厚度超过1米。韩联社报道，济州
岛机场自23日起已经关闭。

韩国现“最强寒流” 机场关闭
日本气象厅也预测，日本本周末将

迎来暴雪天气。
日本西部、西南部和中部地区将

迎来大风和强降雪天气，西部和西南
部地区气温将骤降至往年平均气温
以下。

日本气象厅23日预报，北陆预计
降雪40厘米，东北、东海、近畿和九州
北部地区将降雪30厘米，关东、四国和
九州南部地区降雪为15至 20厘米。

18日已经强降雪的东京和东京都地区
预计只有约2厘米降雪。

日本气象厅警告，恶劣天气恐造成
交通拥堵、水管冻裂和农作物受灾。

共同社援引气象官员的话报道，此
次极端天气类似2010年12月31日和
2011年1月1日的酷寒。当时，鸟取县
一处滑雪场雪崩，致死4人，另有上千
辆汽车被困积雪道路。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暴雪来袭 死4人

强暴风雪“乔纳斯”23日继续席卷
美国东北部，导致美国副总统约瑟夫·
拜登和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的专机
被迫从原目的地华盛顿改飞佛罗里达
州。拜登结束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
济论坛年会和土耳其的访问后回国，
专机最终降落迈阿密。卡特也在参加
达沃斯论坛后返回，降落在坦帕的空
军基地。

截至23日，这场暴风雪途经地区的
降雪量每小时为2.5厘米至7.6厘米，美
国东北部共有67个地方的降雪量已超
过61厘米，沿海一些地区风速达到每
小时112公里。包括纽约州、弗吉尼亚
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11个州以及
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已宣布进入
紧急状态，大约8500万人受到恶劣天
气影响。

郑思远（新华社微特稿）

风雪太大

美副总统
无法回家

1月23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塔科马帕克，一名行人在暴风雪中行走。
强暴风雪“乔纳斯”当天继续席卷美国东北部大部分地区，造成至少19人死亡，

人口最稠密的纽约和华盛顿两个国际大都市沦为“鬼城”，街上路人稀稀落落，道路被
封，机场停飞，公交停运，连百老汇都停演了。 新华社/路透

雪花飘飘 北风萧萧

美19人死于强暴风雪

这是1月24日在越南北部老街省沙巴镇田地里拍摄的积雪。
当日，受强冷空气南下影响，越南北部多个省市遭遇罕见低温，尤其是多个海拔

较高的山区，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并出现冰雪天气。
新华社/越通社

寒潮来袭

越南北部遭遇罕见低温

随着新建住宅增加、人口数量下降和老龄化
加剧，日本许多城市出现了住宅过剩问题，成为政
府“烦心事”。日本政府22日公布了减少空置房的
目标，欲在10年内把空置房数量减少到400万户。

如何“去库存”？
日本国土交通省当天公布一项“居住生活基本计

划草案”，为今后10年的住房相关事宜定下“基调”。
草案指出，鉴于日本人口不断减少，空置房问题呈严
重趋势，减少空置房成为防灾和治安的重要课题。
根据这一草案，日本政府计划到2025年把空置房数
量控制在400万户左右，“去库存”约100万户。这
是日本政府首次对空置房问题设立量化目标。

日本国土交通省建议，为完成上述目标，应主
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推广二手住宅评估机制，
方便购房者了解空置房的价值，使这些房屋能在
二手房市场交易。其二，对于老旧危房，应有计划
地拆除。同时，国土交通省还建议把一些空置房
改造成福利设施，供低收入家庭居住。

草案中还对二手房交易市场规模设立目标。
日本政府希望，到2025年，日本二手房市场规模
将从2013年的4万亿日元（约合2224亿元人民
币）增加到8万亿日元（约合4448亿元人民币）。

此外，日本政府还计划在2025年把符合抗震
标准的住宅比例提高到100％。2013年的统计
数据显示，日本全国抗震不达标住宅数量占所有
住宅的约18％。

空置房为何多？
日本总务省对空置住宅的定义为：长期没有

人居住且连续5年没有使用过自来水和电。
日本总务省2014年发布的《住宅和土地统计

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10月1日，日本全国
共有5240多万个家庭，住宅总数约为6063万套，
按每户一套计算，住宅多出约820万套。这个数字
占日本全国住宅总数的13.5％，创历史最高纪
录。其中，空置住宅约318万套，同样创历史新高。

据野村综合研究所测算，如果政府不采取应对
措施，到2023年，空置住宅数量将增至约503万户。

日本总务省认为，导致住宅大量空置的主要
原因是：日本住宅供给量不断增加，供大于求，住
宅总数超出家庭总数。

其次，由于住宅供给增加，地段不佳、设计陈
旧、周边环境较差的住宅很难转让出售和租赁，导
致许多住宅空置。

第三，人口结构变化加剧了住宅过剩。由于
人口出生率下降，住宅新增需求相对减少，而同时
高龄社会到来，使许多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只能
在养老院颐养天年，增加了住房空置数量。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因新建住宅增加、人口数量下降
和老龄化加剧

日本欲为空置房“去库存”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施虐同胞案3
名被告本月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定于
2月17日正式宣判。这一案件因涉及
多名中国留学生引发国内舆论持续关
注，除了追踪案情和庭审外，还引发关
于青少年留学生群体的生活状态、中美
法律差异等方面的反思。为此，记者通
过辩护律师之一邓洪联系到其中一名
被告章鑫磊的父亲，听听他的讲述。

想送孩子“镀金”
却对美国“一张白纸”

谈及3年半前如何作出送孩子到
美国读高中的决定，章父承认，自己当
时对美国的了解“完全是一张白纸”。

“我不懂英语，没在美国长待过，只是
听说那里挺好，”章父说，当时为孩子选学
校等事都是交给中介代办，“我还是过去这
9、10个月到美国与他的同学聊天后，才真
正知道他在那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这名父亲后来了解到，孩子所上高
中里“八九成是中国学生”，原本“让孩子
到美国读书镀层金，至少学好英语”的愿
望难以实现。“一个班几乎全是中国学

生，英语都不好，连个带头的人都没有。”
按照章父的说法，这所“以中国学生为

主”的学校所用教材“并不适合中国学生”，
“数理化水平比国内低，英语补习班比较松
散。还学些美国宗教、历史、地理，但孩子
英语都还不行，学这些怎么能理解？”

此外，美国学校对学生监管相对宽
松、寄宿家庭与留学生缺乏交流等，都
是章父之前没有完全料想到的情况。

“总的来说，这么小的孩子单独送到国
外读书是个大问题。”

“小西漂挺苦”
但孩子不说家长不知道

章父说，自己当初决定送孩子出国
时，也抱着让他锻炼独立的愿望，“男孩
子吃点苦没关系”。

但孩子出事后他才逐渐了解到，“我们
这一辈前些年‘下海’、‘北漂’，很不容易；
他们这些孩子其实是‘西漂’，过得也挺
苦。但是孩子不说，我们父母也不知道。”

章父口中的“苦”，包括物质生活，
如“吃得没有国内好，生活开销比较高”
等。“父母给的生活费毕竟有限，这么小

的孩子又多数不会理财，月初很快把钱
花光，月底不敢开口跟父母要钱……这
导致有的女孩子找好几个男朋友，引发
（此案中）这种女孩子间的结怨。”

所谓“苦”也包括远离父母、缺乏交
流的孤独。章父说，孩子在美国读书的
两年多里，他和妻子只去看过他一次。

“多数父母还是为供孩子读书在国内拼
搏，因为经济能力、语言问题等，真正有
条件陪读的不多……寄宿家庭主要提
供食宿，孩子因为语言问题等也不跟他
们交流，家庭教育实际上是没有的。”

这名父亲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
自己“绝对不会”送孩子出国读书。“特
别是中学阶段，不能离开父母。这个年
纪的孩子父母都很难管，怎么能寄希望
到国外去有人能管？”

“错了应该受罚”
但希望孩子“还有机会”

辩护律师之前辩称，章鑫磊在此案
中没有直接参与虐待殴打受害者，只是

“帮忙开车、拿剪刀”等。但依据美国刑
法，此案所有被告牵涉共谋等刑事重

罪，须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其中酷刑罪
一项就可能被判终身监禁。

根据本月达成的认罪协议，检方撤
销酷刑罪指控，但3名被告必须接受绑
架、攻击等重罪起诉。章鑫磊将因这两
项罪名获刑6年。

对于章鑫磊的定罪量刑，章父说：
“既然按照美国法律他有错，就要受到
相应惩罚。”他表示，对于中美两国不同
的法律和文化，孩子以前不了解，自己
也是摊上这个官司后才逐渐了解。

由于年纪小且缺乏工作经验，章鑫
磊在狱中暂时没有获得工作机会，只能
选择“上学”。章父说，他现在在“监狱
大学”学习，英语水平有所提高，还选修
了数学等课程。此外，他每天参加俯卧
撑等锻炼，“身体比以前壮了”。

按照美国相关刑期计算规定，章鑫
磊再实际服刑4年左右可出狱。章父
说：“他出来时可能23岁了。希望他到
时候回国能上学学些技能，找个工作。”

章父说，他和妻子为这桩官司“已
经倾家荡产，但2月17日正式宣判时，
就算借钱也要去一趟，算是对孩子的支
持。” 郜婕（新华社专特稿）

中国留学生在美施虐同胞案下月宣判
3被告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

新华社旧金山1月24日电 据美
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消息，美国阿
拉斯加州南部于当地时间24日凌晨1
时30分发生里氏7.1级地震。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阿拉斯加州最
大城市安克雷奇市西南261公里处，震
源深度为127.8公里。据报道，一些居
住在安克雷奇市的市民感受到30至45
秒持续震动，一些社区还出现了断电情
况，但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美阿拉斯加州
发生7.1级地震

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23日公布的初步统
计数据显示，2015年向日本政府提交难民申请的
人数为7586人，比2014年增加了2500多人，创
历史新高。其中，获批者仅有27人，占申请者总
数约0.4％。

与2005年的数据相比，向日本政府提交难民
申请的人数10年间增加了约20倍。日本法务省
预计，申请者数量将继续呈增加趋势。

从来源国来看，申请者来自全球69个国家。
其中，人数最多的国家为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土
耳其和缅甸。获批的27人分别来自阿富汗、埃塞
俄比亚、斯里兰卡以及叙利亚等国。

日本法务省认为，难民申请者数量创新高主要
有两个原因。其一，日本政府在2010年修改了难民
申请相关制度，允许申请者在提交申请半年后在日
本工作。许多人为了能找到工作而申请难民身份。
其二，日本2014年放宽了针对印度尼亚西人的签证
发放条件，从该国入境日本的人数由此增多。

日本一直被视作“最不欢迎难民国家”之一，
而该国政府正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针对日本政
府冷对难民申请者的做法，一些相关组织敦促日
本政府降低门槛，收留更多难民。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难民申请量创新高
日本仅收约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