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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庄赣萍不慎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

下238-803房购房相关收据，编

号 分 别 为:HN0003976，

NC7480982， HC7480983，

NC7480981， HNHK0010435，

NC0001452，现声明作废。

▲琼海市长坡镇青葛村民委员会

赤土三村民小组不慎遗失．机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号 码 ：

Q9946900200988270T，现 声 明

作废。

▲琼海市长坡镇青葛村民委员会

下塘七村民小组不慎遗失．机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号 码 ：

Q99469002009880808, 现 声 明

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天康热带药用植物研究开发
中心有限公司拟向海南省儋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琼中昌衍橡胶工贸有限公司拟向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
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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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01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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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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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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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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海南源安隆药品超市连锁有限

公司三亚万吉药店不慎遗失药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证 号: 琼

CB0200197，声明作废。

▲海南康众药业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儋州海纳渔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 证 号

J6410015703601，声明作废。

求购工业地
面积50亩左右，地上有厂房亦可，
海口市周边产权清晰，电话：
13907592555颜生

市中心商住用地转让
55万／亩 100亩18808965506

澄迈县中心新房出售2300元／m2

30套，13876698691

江南城叠拼别墅精装特价售
送1百多平前后花园66661188

盆花绿植出租
花木修剪机械出租1332202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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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和贷款66236622
专业办理贷款利息低可当日放款
友谊广场七楼 1370756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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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购公司
求购海南本地注册、证照齐全的医
药销售公司。联系人：杨先生；电
话：13322087898

求购
海口市区开发建设用地，产权清
晰。电话：18608928111李先生

▲琼海市长坡镇青葛村民委员会

下塘二村民小组不慎遗失．机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号 码 ：

Q99469002009880100, 现 声 明

作废。

▲孔建平不慎遗失中国海南海花

岛2号岛284栋218单元认购书，

认购书编号0064820，声明作废。

▲海南童星文化艺术培训学校不

慎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正本一本，证号：琼民证字第

010018号，声明作废。

▲谢红遗失海南雅航旅游置业有

限公司一期洋房A-3幢2单元7

层2座706房号发票，发票代码:

246001490619，发 票 号 码:

00009729，金额:711200元，特此

声明。

新华社里加11月5日电（记者
吕传忠 尚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
地时间5日下午在里加拉脱维亚饭店
与中东欧16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第六
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并发表
主旨演讲。

李克强表示，5年来，“16+1合
作”日趋成熟，积累了值得长期坚持的
宝贵经验。一要平等协商、互尊互助；
二要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三要开放包
容、携手同行；四要联动发展、共创共
享。李克强提出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的五项倡议：

一是扩大双向贸易规模。大力
营造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建立健全
海关、检验检疫沟通协调机制，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中

方愿意进口市场需要的优质农产品
和适销对路的工业品，也希望相关国
家为中国产品和企业进入中东欧提
供更多便利。

二是加快推进互联互通。中方鼓
励有实力的企业以多种形式参与中东
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愿意推动匈塞
铁路和中欧陆海快线早日建成，支持
亚欧之间运输通道建设，增加中欧班
列数量，在中东欧国家设立更多物流
中心。

三是深入开展产能合作。中方愿
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产业园区和技术园
区。中国有性价比高的优势装备和产
能，中东欧国家有加快工业化的需求，
西欧发达国家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把三方的优势结合起来，能够实现

多赢和共赢。
四是创新金融合作模式。正式成

立16+1金融控股公司，重点支持16+
1框架下采购中国装备和产品的互联
互通和产能合作项目。

五是挖掘旅游合作潜力。各方应进
一步放宽签证政策，简化入境手续，开通
更多直航。中方期望未来5年内中国和
中东欧国家旅游交流人数翻一番。

李克强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表
示，近年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
国内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凸显的严
峻挑战，中国经济运行一直保持在合
理区间，增长速度位居主要经济体前
列，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今年
前9个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6.7%，新增就业保持稳定，经济发

展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经济运行总
体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

李克强指出，中国经济能够战胜
各种困难，保持稳定增长并加快转型，
靠的是我们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坚持适度扩大总需求，着力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增强内在发展
动力。一是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创新宏观调控
方式。二是通过推动改革开放创新，
促进结构调整，培育发展新动能。三
是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防范
和化解风险。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平稳
健康发展，各种风险隐患将会在发展
中逐步得到化解。

李克强指出，展望未来，中国经
济发展潜力大、优势足、回旋余地广，

完全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
端水平。我们对此充满信心。中国
市场是开放的，会越来越开放。中国
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必将为包括中
东欧国家在内的各国企业带来巨大
商机。希望各方携起手来，努力构建
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新型伙伴关
系，共同迎接中国－中东欧经贸合作
的美好明天！

拉脱维亚总理库钦斯基斯表示，
“16+1合作”已展现出巨大潜力，成为
欧盟与中国未来合作的有益补充。中
东欧国家愿与中方共同努力，打造涵
盖交通、金融、科技、人文等广泛领域
的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

来自中国与中东欧16国的工商
界人士近千人出席论坛。

出席第六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克强提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五项倡议

首都示威趋暴力

印尼总统延后访澳行程
一些华人商铺和餐馆已关闭，警方部署警力保护庙宇和学校

印度尼西亚政府5日宣布，因首都雅加达有
关示威活动呈现暴力趋势，总统佐科·维多多决
定将原定6日正式出访澳大利亚的行程延后。

部分雅加达市民4日举行针对雅加达首都
特区行政长官的示威，原本平静的活动当天晚上
出现暴力升级，造成包括不少军警人员在内的超
过100人受伤。

此次示威活动的对象是正在谋
求连任的雅加达首都特区行政长
官巴苏基·贾哈亚·普尔纳马，缘由
是他在一段近日被曝的视频中攻
击竞争对手，但其中内容被指有辱
宗教。

巴苏基在视频中半开玩笑地说，
那些政治竞争对手利用宗教口号欺
骗选民，试图达到笼络选票的目的。

一些宗教组织或团体由此向巴苏基
发难，指责他侮辱宗教，要求他辞职
乃至面临刑罚。巴苏基事后公开道
歉，正配合警方调查工作，但坚称所
说的话只针对他的竞争对手。

在一些团体组织下，数万民众4

日聚集雅加达街头，举行和平示威，
但到晚上发生暴力活动。

警方说，示威者没有按预期和平
撤离，反而有一些人强行冲击警方防
线，焚烧警车，向警方投掷石块和瓶
子，甚至企图冲击总统府周边安保防

线，招致警方催泪弹反击。
印尼国家警察总局发言人博伊·

拉夫利·阿马尔说，一名老人因吸入
催泪瓦斯气体而哮喘病发作，宣告不
治，大约160名示威者因吸入有毒气
体入院治疗，受伤警员也不在少数，

另有3辆军警卡车被焚毁，18辆汽车
遭破坏。警方以在总统府附近煽动
骚乱为由逮捕10人，另逮捕15名趁
机打劫商店的不法分子。

路透社援引一名当地居民的话
报道，在世俗民众大量聚居的雅加达
北部地区，一些华人商铺和餐馆已经
关闭，警方还部署警力保护当地庙宇
和学校。

示威针对首都特区行政长官

出现暴力局面后，总统佐科决定
取消原定6日至8日对澳大利亚的正
式访问，以处理示威事务。

尽管佐科2014年出席二十国集
团峰会期间短暂访问过澳大利亚，但
此次出访被认为是他上任总统后第一
次对澳正式访问，着眼于改善双边关
系，强化经济合作等。

“考虑到印尼最近形势需要总统
在场，总统佐科·维多多决定推迟对澳
大利亚的访问，”总统府一份声明说。

4日深夜，佐科发表声明谴责暴
力行为，指责一些“政治力量”利用示

威煽动事态向失控发展。
此前，前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

诺已公开表态支持示威活动。但据美联
社报道，佐科没有点名“政治力量”。

雅加达首都特区行政长官一职影

响力大，诸多政治势力一直对其虎视眈
眈。总统佐科先前也是雅加达首都特
区行政长官，2014年出任总统后这一
职位由被视为其盟友的巴苏基接替。

路透社报道，巴苏基被视作务实

改革者，上任两年多来坚决遏制腐败
这一造成城市治理混乱和基础设施欠
完善的顽疾，在1000多万人口的首都
治理中赢得好评。尽管一些宗教团体
一直对其抹黑，但巴苏基在当地仍享
有高支持率，在雅加达首都特区行政
长官的竞选中保持民望优势。

徐超（新华社专特稿）

前总统苏西洛公开支持示威

民调显示
67％的人支持“独立成州”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作为美国的
首都，简称为华盛顿，又称华都、华府，
1790年作为美利坚合众国首都而特
别设置，是由美国国会直接管辖的一
个特别行政区划，不属于任何一个州。

按路透社的说法，华盛顿目前拥有
约67.2万人口，总面积约176平方公
里。虽然缴纳联邦税，但其市民在联
邦众议院仅有一名没有选举权的议

员，在联邦参议院没有任何代表议员。
“只有通过独立（成州），我们才能

享有与美国50个州民众同等的权利
和义务，”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议会主
席菲尔·门德尔松说。

按照设想，如果获得“独立”，这
个“新州”的管辖范围将囊括除白宫
和美国国会大厦等联邦政府核心地
带外的整个哥伦比亚特区。

此次公投内容涉及“是否同意独
立成州”、“是否赞成拟议的州宪法”和

“新州边界范围”等方面，投票者只需
选择“是”或“否”。

“独立成州”的提议在哥伦比亚特
区议会得到一致通过。《华盛顿邮报》
去年11月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受访特区市民中，67％的人支持“独
立成州”。

专家质疑
公投只会“徒劳无功”

尽管这是哥伦比亚特区首次进行
类似公投，但这并非这一地区第一次
试图独立成州。上世纪80年代，华盛
顿曾递交一份独立成州的请愿书，但

美国国会对此置之不理；1993年，国
会众议院拒绝了华盛顿要求“独立”的
一项提案。

法新社评述，如果此番公投获得
通过，将对新一任美国总统带来不小
的压力。不过，这些赞成票也只能反
映公众想法，难以产生任何拘束力和
法律效力。一些专家质疑，哥伦比亚
特区进行“独立成州”公投的做法只会

“徒劳无功”。
首先，由于华盛顿民主党派人士

占多数，如果独立成州，将增加国会中
的民主党议员数量。因此，即便公投

通过，也会遭到国会中共和党议员的
强烈反对。

其次，除了面临政党方面的阻碍，
特区独立一事还会受到宪法层面的限
制。美国老牌智库凯托学会宪法学家
罗歇·皮隆说，要使特区独立成州，国
会需要提出宪法修正案，只有以三分
之二多数表决结果才能获得通过。

况且，即使这项修正案在国会参、
众两院赢得多数赞成表决，也并不意
味着其最终通过。修正案还需在美国
50个州的立法机关中，获得至少四分
之三的赞成。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不满“二等公民”身份

美首都欲公投“独立成第51个州”

拿下南线重镇

伊军继续挺进摩苏尔

11月6日，在伊拉克萨拉赫丁省发生3起
恐怖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39人死亡、40人
受伤。 新华社/路透

伊拉克安全部队5日收复摩苏尔以南一处
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重要城镇，与此
同时，另一路人马已推进至距摩苏尔机场仅4
公里处。不过，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近日
在视察东部前线时说，“伊斯兰国”用自杀式袭
击等方式负隅顽抗，未来战事可能会被拖长。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撤军45年后

英国在中东地区建立
第一座永久军事基地

据新华社伦敦11月6日电（记者桂涛）英
国国防部近日证实，英国本月将启用其在巴林
的一座耗资数千万美元的军事基地。这是英国
从中东撤军45年后，在中东地区建立的第一座
永久军事基地。

近代以来，海外军事基地是英国维护海外
利益、控制战略要道的“桥头堡”，军事基地的扩
张与收缩是英国全球实力消长的标志之一。

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曾在项目启动
时表示，新基地将是海军扩大活动空间的永久
性标志，将允许英国向海湾地区派出更多更大
的舰船，加强该地区的稳定。

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海湾地区与远洋的
咽喉要道，英国在此地有巨大油气利益。英国
油气运输船每日从卡塔尔等地起航，穿越海
峡。而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同样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

目前，英国在海外有十余座军事基地，与一
战结束时在海外上千处军事基地、二战后在海
外70多处军事基地相比，英国海外的军事足迹
已明显减少。这表明“日不落帝国”的军事影响
已今非昔比。

被曝遭黑客入侵

俄罗斯向美国讨说法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5

日在外交部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政
府对日前媒体曝光的五角大楼黑客入侵俄罗斯
电网、通信网以及指挥系统一事做出解释。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4日一篇独家报道称，
美国军方黑客已成功入侵俄罗斯的关键基础设
施，“如果美国认为有必要，将可使它们（指多套
系统）无法招架美国秘密网络武器的攻击”。

而五角大楼这样做的理由是俄罗斯一直试
图搅乱美国总统选举。

在本届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
拉里·克林顿一直指责俄罗斯政府“黑”了民主
党竞选团队的电脑系统，曝光了大量内部信息，
以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当上
总统。

俄罗斯此前已多次否认相关指责。目前也
没有公开确切的证据表明，存在所谓的俄罗斯
黑客入侵事件。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定于8日进
行“独立成州”公投，欲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援引“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主张让华盛
顿哥伦比亚特区“独立成州”的支持者说，只有成
为“州”才能结束首都居民“二等公民”的身份、在
国会参众两院拥有自己的选举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