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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声明
海口新嘉年华服饰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未备案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声明
海口海兴水暖总汇不慎遗失未备
案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黎对清遗失身份证一张，身份证
号码：460003197706150016，声
明作废。
▲东方市八所成发贸易实业有限
公司遗失税务登记的证正、副本，
证号：460007721251803，声明作
废。
▲海南漓源饲料有限公司因公章
磨损，现声明作废。
▲江苏朗景幕墙科技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1—1， 注 册 号 为 ：
460100000457582，声明作废。

声明
我司与海南昌美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昌美公司”）于2016

年11月2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

该协议已成立并生效，我司是该协

议第一条约定房产的合法拥有人

并有权另行处置（含销售、租赁等）

约定的房产。任何他人无权干预

或与我司有同等权利的，都视为违

法行为。

特此声明！ 海口越扬房地产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 2017年3月17日

注销公告
海南盛世未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45天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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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公告类信息：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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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53389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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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01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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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111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承揽业务
齐鲁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甲级）

主营：编审工程、竣工结（决）算、投

标报价、审计

电话：（0898）66711133

手机：13337600002（李先生）

招商
我公司“中新保国大厦”位于乐东

县保国农场场部，紧邻毛公山景

区，建筑面积7600平米（十一层），

可作为酒店经营和商务活动。联

系人：陀先生13876453938

乐东保国投资有限公司

收购项目
我公司有意收购海南各市县已经

报建的项目，合作意向面谈。黄先

生 ：13337555509 周 先 生 ：

15808966551 林 先 生 ：

1387633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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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潮昌投资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1一1，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730063863X，声 明 作
废。
▲罗东海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24197305027238，声明作废。
▲罗东海遗失机动车驾驶证，证件
编号：460024197305027238，声
明作废。
▲邵善伟不慎遗失中级经济师证
书（金 融 经 济），证 书 编 号 ：
10029010，声明作废。
▲王谦不慎遗失三亚市田独镇迎
宾大道万科湖畔一期3＃幢6层
601号房的商品房购房合同，合同
编号：20141102380848 ，声明作
废。
▲万宁长春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
证号：460006671056304，声明作
废。
▲万宁长春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一本，代码：67105630-4，声明作
废。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海口

国用(90)字第02320号

土地证和补发土地证的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7〕332号

陈大荣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大同里42号，土地面积为42.68

平方米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经调查，陈大荣持有的海口

国用(90)字第02320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

上述土地证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

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

日起十五天内向我局龙华分局提

出书面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

依法给予陈大荣补发上述宗地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特此通告

2017年3月8日

注销公告
海口微游记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拟

向海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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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安定城长悦不锈钢加工店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25600086795，声明作废。

▲韩颖颜遗失房屋国有土地使用

权分割转让证明书，编号为：

200509141，特此声明。

▲海南睿合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号码为：

56410025248901，特此声明。

▲三亚盛嘉置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642000077870， 账 号 ：

78990188000083249，声明作废。

▲石峰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书，编

号为：11264342610430759，声明

作废。

▲栗冰融遗失报到证，编号为：

10589205166，特此声明。

广告

综合新华社首尔3月17日电 韩国
城南市市长李在明17日在韩国最大
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内潜在总统竞
选人电视辩论会中，呼吁取消在韩部
署“萨德”反导系统。

与此同时，韩国总统选举现阶段
最热门候选人文在寅的两位高级顾
问17日说，如果文在寅当选总统，他
将重新考虑“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
问题，并将就此征询中方意见。

17日，共同民主党4名潜在竞选
人前党首文在寅、忠清南道知事安熙

正、李在明和高阳市市长崔星当天参
加由多家电视台举行的联合电视辩
论会。

李在明在辩论中明确表示，反对
韩美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他认为，
部署“萨德”会增大战事风险，让韩国
成为袭击目标，使韩国“面临安保危
机”。他表示，韩国应该取消“萨德”
的部署，避免韩中关系尤其是经济关
系受到影响。

文在寅此前强调要把“萨德”议
题交给大选后产生的新政府再探讨，

其部署计划应交由国会做出充分合
理的讨论和决定。文在寅外交政策
顾问崔钟勋（音译）17日告诉路透社，
文在寅“很可能重新考虑（部署萨德）
决定的正确性”，届时“他会与美国方
面商议，还有中方”。

崔钟勋说：“如果最终事实证明，
损害韩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的不是朝
鲜问题而是萨德，那这种状况就不算
合理”。

崔钟勋认为，韩国部署“萨德”的
决定过于草率，中方反应在很大程度

上被朴槿惠政府忽略。
文在寅的另一名外交政策顾问

金基正（音译）表示，他2月试图说服
美军方和外交官员把“萨德”部署留
给下一任韩国总统。“我们知道两国
政府有过协议……但具体的部署程
序应该留给下一届政府。”

韩国国防部此前确认，部分“萨
德”系统装备已于6日晚运抵韩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萨德”系统监测预
警范围覆盖中国大片领土，中方反对

“萨德”的理由是充分、正当的。
韩国定于5月9日举行下一届总

统选举。在代行总统职权的总理黄
教安宣布不参选之后，民调中潜在竞
选人支持率前4名均由在野党阵营占
据，其中3人来自共同民主党。

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17日发
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文在寅以33％的
支持率稳居第一，安熙正、在野党国
民之党前党首安哲秀、李在明分列第
二至第四位，所获支持率分别为
18％、10％和8％。

韩最大在野党党内潜在总统竞选人

李在明呼吁取消部署“萨德”
另一大热门人选文在寅的高级顾问说，如果文当选将就此征询中方意见

国际观察 美国务卿蒂勒森访韩的战略考量
称为让朝鲜弃核将考虑“所有可能选项”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7日在访问韩国时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已到尽头，为让朝鲜弃核将考虑“所有可能选项”。这与他前一天
在日本的表态一脉相承。分析人士认为，蒂勒森此次访问韩日两国主要是为了与两国高层讨论研究对朝新思路。他在访韩过程中一方面显示对
朝强硬姿态，另一方面又保持战略模糊，其目的是保持地区适度紧张，以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

所谓“战略忍耐”政策，是指美
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实施的对
朝政策，即在朝鲜展示真诚对话意
愿前，拒绝与其对话，对其保持制裁
与施压。

蒂勒森17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
尹炳世出席联合记者会时说，对朝
鲜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经失败，美
国将在外交、安全、经济等各方面采
取一切措施让朝鲜弃核。

蒂勒森的这一表态与他在此前
访问日本时的表态类似。他16日在
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共同会见记者
时说，美国过去20年谋求朝鲜半岛
无核化的努力已经失败，需要研究

新思路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
蒂勒森在日本发出了“一切选

项都在桌上”的表态后，在韩国再次
重复了这句话。这一表态被舆论解
读为暗示美国不排除对朝鲜动武的
可能。

除了上述表态，蒂勒森此次访韩的
行程也透露出对朝鲜施压的意味。他
17日从日本飞抵韩国后，并没有去首
尔，而是直接乘直升机奔赴韩朝非军事
区，访问了板门店共同警备区的美军
军营，参观了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场
地，还在军事分界线附近拍照留念。
韩联社报道说，此举是在向朝鲜释放
警告信号，会对朝鲜形成不小压力。

美将在外交、安全等方面
采取一切措施让朝鲜弃核

尽管蒂勒森作出了种种对朝强
硬姿态，但另一方面，他所说的对朝
新思路依然不清晰。

在日本，蒂勒森与岸田文雄共同会
见记者时，尽管被媒体多次追问，两人
对对朝新思路的具体细节只字不提。

在韩国，面对记者有关新思路具体
方案是否包括军事打击的追问，蒂勒森
表示，美国并不愿意看到事态升级为军
事矛盾，但万一朝鲜对韩国和驻韩美军
产生威胁，将采取应对措施。但他始终

未提“先发制人”的军事选项。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专家对新华

社记者说，蒂勒森“一切选项都在桌上”的
表态看似强硬，但其实质依然“模糊”。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
郑继永认为，美国将最坏的情况摆出
来“吓唬”韩日，却不给出应对策略的
具体实施方案。如果说奥巴马的“战
略忍耐”是对朝不予理睬，特朗普的新
思路就是加强恐吓，适度保持地区紧
张，其目的是争取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美国并不愿意看到
事态升级为军事矛盾

蒂勒森此次访韩正值韩国前总
统朴槿惠遭弹劾下台后不久。多项
民调显示，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
中，在野的进步左派势力胜选并上台
执政的可能性很大。

韩国左派在南北关系上主张与
朝鲜对话，在“萨德”问题上倾向于反
对部署，这与美国的政策相反。此次
访问中，蒂勒森在这些问题上表明了
美国继续坚持现行政策的态度。

关于“萨德”问题，蒂勒森表示希望
“萨德”部署进程不受政府换届影响。
尹炳世对此回应说，下届政府无论如何
都要“保持外交和安保的一贯性”。

而关于与朝鲜的对话，蒂勒森表
示，目前与朝鲜对话“时机尚早”，只
有朝方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会与
其对话。

对于朝鲜有关停止韩美军演的
要求，蒂勒森明确表示拒绝。他说，

美韩的联合军演是“透明”的，但朝鲜
的核导开发却不透明，因此不会停止
军演。

分析人士指出，蒂勒森在上述问
题上展现出强硬立场，是为了应对韩
国很可能出现的“政权交替”，提前打
好“预防针”，防备韩国新政权在相关
问题上出现反复。

记者 杜白羽 耿学鹏
（新华社首尔3月18日电）

只有朝方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会与其对话

加拿大
两架小型飞机相撞
1死3伤

据新华社渥太华3月17日电（记者李保
东）加拿大蒙特利尔17日发生两架小型飞机相
撞事故，造成一名飞行员当场死亡，另有一名飞
行员和地面上的两名行人受伤。

报道说，两架飞机都是塞斯纳152型飞机，
属于蒙特利尔附近的隆格伊航校。目前警方正
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丹麦宣布

将引渡韩“亲信干政”
主角崔顺实之女郑某

据新华社哥本哈根3月17日电（记者石
寿河）丹麦检察长办公室17日宣布，将引渡韩
国“亲信干政”事件核心人物崔顺实的女儿郑某
回韩国受审。

丹麦检察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丹方
对郑某一案涉及的材料进行了详细的审查，确
定引渡郑某符合《丹麦引渡法》，郑某可以在3
天之内向丹麦法庭提起上诉。据丹麦媒体报
道，郑某律师透露郑某将上诉。

巴黎发生两起袭警事件
一名警察受伤，袭警男子被军人击毙

3月18日，警察抵达法国巴黎奥利机场。
据报道，当地时间6时55分左右，一名男子

在巴黎郊区93省向3名警察开枪，致一名警察
受伤，枪手随后驾车逃往奥利机场方向。随后在
奥利机场发生一名男子抢夺军人武器事件，军人
开枪将其击毙。

法国内政部长勒鲁和国防部长勒德里昂之
后在机场对媒体表示，两起袭击军警案为同一人
实施。 新华社/路透

特朗普新入境限令
又遭冻结
美司法部再次上诉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17日电 继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新版移民入境限制令遭夏威夷州联邦
法官叫停后，马里兰州联邦法官日前作出裁决，
冻结了这一入境限制令的部分条款。

美司法部17日通知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
院，将就马里兰州联邦法官的裁决提起上诉。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司法部对
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持强烈异议，期
待卫护总统的行政令，以保护我国安全。”

马里兰州联邦法官16日冻结新版入境限
制令中暂停发放签证的内容。如果司法部正式
提起上诉，将由位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
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受理。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韩国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黄教安在首尔举行会面。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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