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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周薇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200199512160524，特 此
声明。
▲陈壮优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04198005010417，特 此 声
明。
▲海南王家旺防水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磨损，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星动力巴士有限责任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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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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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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海南临高碧桂园方圆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电子转账专用完税证，税票号
码：[2012]琼地电转02236108，声
明作废。
▲吴清海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7198605046637，特此
声明。
▲陈然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33198911204813，特此
声明。
▲海南国益堂便民大药房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069685300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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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邀专业团队合作与加盟
“优客赢家”是广州优客赢家众创

空间股份有限公司专门提供线下

共享办公及配套服务，线上项目信

息交流及竞标平台。目前优客赢

家（海口站）引进岛内外知名土地

规划、城乡规划、建筑设计、工程咨

询、土地房产评估、测绘等资质企

业及品牌，诚邀海南区域优秀专业

团队合作，资深专业人士加盟、市

县常驻商务代表，运营总监、站长、

招商专员。

地址：国瑞城铂仕苑北座601室

联系人：唐先生 18608952669

百邦典当
快速办理房产抵押
汽车质押当日放款

电话：13322060722、68575600

注销公告
三亚美丽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哈尔滨龙丰消防设备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拟向三亚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宁享要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拟
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
45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力亚实业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南亚旅业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万宁周边200亩土地转让
李女士13337626381

▲海南腾发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号
码为 914690027987090852 特此
声明作废。
▲谢稚涵不慎遗失第二代居民身
份 证 ， 证 号:
460103199903041833，特 此 声
明。
▲万宁安吉拉网吧遗失税务登记
证 正 、 副 本 ， 税 号:
460006090536094，声明作废。
▲孔宇玮座落于遗失海口市和平
大道 15 号金色假日度假公寓
1709房的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分
割转让证明书，编号：200709468，
声明作废。

广告

星华海岸城四期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及应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星华海岸城四期项目位于长荣路东侧，属《海口市粤海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G1501地块范围。项目拟建4栋地上1-25F、地下1层
的住宅及底商。送审方案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规划指标符合
控规要求，建筑山墙退东侧用地红线为10米，不满足技术规定≥18.1
米要求，仅满足最小退线要求。考虑到属山墙间距，且建筑与东侧五
源河公寓间距为24.86米，满足消防规范要求。同时，该项目申请应
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海口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施工
图审查中心核查，可补偿建筑面积802.95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
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10
月9日至10月20日）。2、公示地点：海口城市规划网站（www.hkup.
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市
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
查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
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10月9日

经琼山区政府审批同意，我局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小学教师
60名，幼儿园教师8名，招聘人员为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工作
人员。报名时间2017年10月24日08：30至10月26日17:00，报
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应聘考生应在报名时间内登录海南人
才招聘网（www.hnrczpw.com）进入报名专区进行报名。招聘

岗位、资格条件、具体要求及报名方法详见琼山区政府门户网站
（网址：http://www.haikou.gov.cn/qs）和海南人才招聘网
（http://www.hnrczpw.com）公布的简章。

咨询电话：0898-66595821；0898-66595819
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 2017年10月9日

海口市琼山区2017年公开招聘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公告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我国第三批
公共管理硕士（MPA）研究生培养院校。根据招生计划，2018年
我校拟招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150名，其中
非全日制120名，全日制30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7年10月10日-31日每天

9: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或http://yz.chsi.cn 2.现
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考试
时间：2017年12月30-31日(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
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 A 栋
A110室

2018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MPA)招生简章

●海口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门户
网站二维码：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市社会保险待遇统一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的通告
海口市社会保险参保人：

根据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卡应用的通
知》（琼社保[2017]181号）文件要求，社保待遇支付一律通过社保卡发
放。为落实好省社保局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从2017年11
月1日起，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作为经办海口市人
社系统业务的统一通用身份凭证、参保缴费和就医直接结算的唯一凭
证，各项社保待遇统一通过社保卡发放。现将相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在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各级业务经办需要出示有效身
份证件证明身份的，使用社保卡作为验证身份的证件。

二、海口市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医疗个人账户、医疗补助待遇、工伤
保险待遇、生育保险待遇、失业保险待遇、基本医疗散单报销费用和其
他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一次性待遇支付从11月1日起统一通过
社保卡发放，不再通过其他渠道发放。针对未办理社保卡的参保人，待
办理并激活社保卡后一次性补发。

三、从11月1日起，社保卡作为参保身份识别和就医（含异地）直接
结算的唯一凭证；推进社保卡作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费用扣缴的唯一凭证。

四、未办理或未激活社保卡的参保人通过人社自助制卡机或社
保卡服务网点办理。

五、服务咨询热线
（一）社保待遇咨询热线：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医疗保险业务：66702035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养老保险业务：66704842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工伤保险业务：66520015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生育保险业务：66778717
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失业保险业务：65231576
海口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局城乡养老保险业务：68717573
（二）社保卡业务咨询热线：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卡管理中心：

68571305、68571306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24小时服务热线：96588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9月29日

温馨提示
根据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卡应用的通

知》（琼社保[2017]181号）文件要求，社保待遇支付一律通过社保卡发
放。为落实好省社保局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从2017年
11月1日起，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作为经办海口市
人社系统业务的统一通用身份凭证、参保缴费和就医直接结算的唯一
凭证，各项社保待遇统一通过社保卡发放。

未办理社保卡的参保人，本省户籍参保人请持二代居民身份证原
件到我市4个试点社保卡即时制卡服务网点办理；外省户籍参保人请
持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1张一寸近期正面白底深色衣服免
冠彩色证件照片，到海口市68个社保卡服务网点申领；还可登录海口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的服务大厅,或安装安卓“海口人
社”APP在线申领社保卡。

未激活社保卡的参保人，尽快持社保卡和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到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办理激活手续。

●“海口人社”安卓版下载：登
录应用市场搜索“海口人社”
下载安装，或扫描二维码：

●海口市社会保障卡申
领指南及海口市68个社
保卡服务网点地址二维码：

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10月中旬向美
国国会作报告，说明伊朗是否履行伊核协
议承诺。伊朗总统鲁哈尼7日表示，伊朗
从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中获得的益处“不可
逆”，谁都不能推翻协议成果。

特朗普上台后不断释放退出伊核协议
的信号，引起伊朗方面的反弹和国际社会
高度关注。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激
化伊核问题，对于中东地区乃至世界的安
全与稳定毫无裨益。

特朗普5日在白宫会见军界高
官时公开声称，伊朗方面没有遵守伊
核协议“精神”。

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伊朗核问
题协议审查法案，总统每隔90天要
通知国会伊朗是否遵守协议。即便
特朗普认定伊朗没有遵守协议，也不
意味着美国就会即刻退出伊核协议，
而是将这一难题抛给了国会。根据

相关法案，美国国会将在60天内决
定是否及如何恢复对伊制裁。

在上一次审核的7月，特朗普当
时勉强认可伊朗遵守协议，但称伊朗
违反了协议“精神”。特朗普还表示，
如果能全凭他个人决定，他今年1月
上台时就会宣布伊朗违反协议。

特朗普曾表示，奥巴马政府是伊
核谈判的输家，伊核协议是美国“史

上最吃亏的协议”，并多次威胁退出
或重谈协议。此外，在特朗普看来，
伊核协议与奥巴马医改相似，同为奥
巴马的主要政治遗产，必欲去之而后
快。

从另一角度看，特朗普反对伊核
协议，也是延续了共和党的一贯立
场。正是由于共和党反对，当时奥巴
马政府签署伊核协议后，并没有寻求

国会将协议作为条约通过，因而伊核
协议不具备条约的法律地位，对特朗
普政府的约束力较为有限。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希
望在伊核协议中增加的主要内容包
括：永久限制伊朗铀浓缩活动，而不
是协议规定的从 2025 年起部分放
松；将限制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和伊朗
在中东的军事动作纳入核谈。

特朗普为何 伊核协议？

特朗普政府围绕伊核协议释放的
负面信号，令包括欧盟、国际原子能
机构在内的国际社会大为担忧，被视
为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的又一标
志性事件。

今年8月3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
出台最新报告，再次确认伊朗履行了
协议。在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

针对特朗普对伊核协议的质疑，欧盟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
强调，伊核协议得到了完全执行，没
有违反的情况，无需重新谈判。伊朗
总统鲁哈尼也在联大演讲中回应，伊
核问题全面协议是一份国际协议，获
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认可；伊朗
绝不会主动破坏伊核协议，但会坚决

回应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
在国际政治层面，伊核协议是伊

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
斯、中国和德国）与伊朗经过漫长谈
判取得的历史性协议，对解决国际社
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具有示范意义。
特别是欧洲，因地缘和经济因素，和
平解决伊核问题关系其切身安全利

益。莫盖里尼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
实施单边制裁，威胁到欧洲企业权
益，欧盟将采取措施保护本国企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伊朗问
题专家秦天说，如果美国执意制裁伊
朗，将会把包括欧洲盟友在内的其他大
国推向伊朗一边，不仅不能收效，反将
加剧美国与盟友以及其他大国的分歧。

“特朗普要求重谈伊核协议，目
的就是要遏制伊朗。”秦天说。

分析人士指出，遏制伊朗是特朗
普政府中东棋局的关键所在。在一
些美国人看来，伊朗正在挤压美国传
统盟友沙特、以色列等国在中东的影
响力，撬动美国中东霸权的基石。

特朗普今年5月上任后首次出

访就选择沙特，签署千亿美元军售合
同，鼓励沙特及其海湾盟友共同牵制
伊朗。美国政府日前又宣布将向沙
特出售价值150亿美元的“萨德”反
导系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
等高官也在不同场合声称伊朗是美
国中东利益的“最大威胁”。

伊核协议之外，美国还试图以伊
朗导弹计划为由，逐步加强对伊制
裁。分析人士指出，通过威胁、制裁
给伊朗施压的策略难以奏效。

美国乔治城大学学者科林·卡尔
认为，将与核计划无关的问题纳入伊
核问题谈判，不仅使得谈判复杂化，
反而还会给伊朗更多的谈判筹码。

多名伊朗高官日前表示，将坚持
遵守伊核协议，不给美国撕毁协议的
借口。秦天表示，伊朗目前采取静观
其变的策略，“伊方认为，即便美国坚
持退出协议，只要伊朗不被视为过错
方，还可继续与其他大国合作”。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记者
杨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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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劲 据新华社安卡拉10月7日电（记者秦彦洋 施
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7日宣布，土方已在叙利亚
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启动新一轮军事行动。土舆论认
为这是土耳其为在叙设立冲突降级区而采取的行动。

埃尔多安表示，这一行动是“幼发拉底盾牌”
行动的延续，由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在
伊德利卜实施，土耳其军队现阶段从土境内为“叙
利亚自由军”提供支持，俄罗斯军队则提供空中支
援，旨在保护当地平民安全，防止土叙边境地区出
现“恐怖主义走廊”，行动代号将在不久后公布。

2016年8月，土耳其军队发起代号为“幼发
拉底盾牌”的行动，越境进入叙利亚北部，打击“伊
斯兰国”并防止叙北部库尔德人势力坐大。今年
3月底，土方宣布停止这一行动。

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
启动新一轮军事行动

10月7日，在英国伦敦，警察和调查人员在
汽车撞人事件现场工作。警方当日发布消息说，
伦敦南肯辛顿区展览路当天下午发生一起汽车撞
人事件，造成11名行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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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一辆警车行
驶在爆炸地点附近。

加纳国家消防局发言人安那格雷特8日说，加
纳首都阿克拉市区北部7日晚发生的燃气站爆炸已
造成至少6人死亡、35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加纳一燃气站爆炸
6人死亡、35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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