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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本院恢复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海甸支行与被执行人海南中商农产品中心市场有限公司、海口
那甲实业有限公司、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瑞富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在原执行过程中即(2016)琼01执337号
执行案件中依法查封被执行人海口那甲实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
海口市长流那甲山的三宗土地([产权证号2003004456，宗地面积
50737.8984375 平 方 米]、[ 产 权 证 号 2003004457，宗 地 面 积
69707.2109375 平 方 米]、[ 产 权 证 号 2003004458，宗 地 面 积
76396.5078125平方米])。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
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恢204号

二O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235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2月20日10时至2018年12月21日10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大同
二里44号后栋第4层402房，起拍价：48万元，竞买保证金:9.6万
元。咨询时间：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18年12月14日16时
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2月20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
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
规定各自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
话：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第0106执恢235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异议征询的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8〕1034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
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的审
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
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
市国土资源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4楼）办理异议登记或复
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
68512605，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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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东方洋铭国际边贸城有限公
司20%国有股权及东方万驰国际边贸城有限公司20%国有股权。

一、基本情况
（一）东方洋铭国际边贸城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18日，

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公司主营范围：东方边贸城开发、进出口
贸易、房地产开发。开发项目主要有东方洋铭国际边贸城，系东
方边贸城的一期西区工程，用地面积 116 亩，总建筑面积
130000m2，项目采用东南亚建筑风格，规划为商业广场和海景公
寓（商业推广名：洋铭商业街；公寓推广名：西海岸），其中商业广
场40500m2，海景公寓约75000m2，地下室14700m2。截止评估
基准日2017年 10月 31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43092.02万元，本次转让的20%股权对应评估值为8618.4万元，
挂牌价不低于8618.4万元。

（二）东方万驰国际边贸城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12日，
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公司主营范围：边贸城的开发建设，基础
设施投资建设，房地产开发及经营；进出口贸易。开发项目主要

有 东 方 万 驰 国 际 边 贸 城 ，占 地 135.843 亩 ，总 建 筑 面 积
151446.95m2，力求将边贸城打造成为集边境小额贸易、对越互
市贸易、仓储和物流、加工、商品贸易、电子商务和商务旅游为一
体的中国（东方）——东盟海上商贸物流中心。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7年 10月31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22560.2
万元，本次转让的20%股权对应评估值为4512.04万元，挂牌价
不低于4512.04万元。

二、公告期为2018年11月21日至2018年12月18日。详情
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
（http://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ggzy.hi.gov.cn）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
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1月21日

东方洋铭国际边贸城有限公司20%国有股权
东方万驰国际边贸城有限公司20%国有股权再次公开挂牌分别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10HN0081-1号 QY201810HN0082-1号

关于第九二八医院竞价遴选
科研相关指标检测服务公司的公告

我院拟遴选人体血清及粪便相关指标检测服务公司来

院开展检测服务业务，限价30万元，凡有科研相关指标检测

服务资质的企业均可报名。报名截止时间11月23日18:00

时，报名联系人：肖助理，联系电话：0898-65920167，

18889696183，报名地址：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南路166号物

资采购管理中心。

第九二八医院

2018年11月20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2017）琼0106执1480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1480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2月15日10时至2019年2月14日
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
行变卖海口市海甸二东路69号金茂滨江花园3号楼101房。起
拍价：261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增价幅度：1万元。咨询
时间：自2018年12月3日起至2019年12月7日16时止接受咨
询（双休日除外）。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2月14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
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变卖；（2）过户的
税、费由竞买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当地政策执
行。咨询电话：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705436

二O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挂牌交易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委托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

心组织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挂牌交易:
标的名称：大印集团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项目
一、转让方：上海锦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二、标的基本情况：债权本金：205,930,000元；利息、罚息以

及复利合计：55,189,761.87元（基准日：2018年9月10日）；垫付
费用：1,107,044.94元

三、挂牌期：2018年11月21日至2018年12月4日17：00
四、意向受让方应于挂牌期间与广金中心联系，缴纳保证金并

提交受让申请材料方视为接受本项目所有公示内容。
五、受让方资格条件：
1、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合法的主

体资格，有良好社会信誉和信用的公司法人。
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支付能力的自然人，且不属于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的关联人。

详情请登陆网址：www.gdfae.com
咨询电话：020-38908206 翟小姐；18688900819 远小姐

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656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656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2月3日10时至2018年12月4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车
牌号琼A39398福田厢式货车。起拍价:72747 元，竞买保证
金:14000元。增价幅度:1000元。咨询时间:自2018 年11月
26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
不组织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2月3日10时前于淘宝
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 (2)
过户的税、费由竞买人自行承担;（3）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
执行。咨询电话: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尊敬的客户：为了加强账户管理，促进广大客户合理安排和使

用账户资源，根据《人民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3】第5号）等相关规定，我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对长期不使
用和未年检的人民币单位结算账户开展清理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一、清理账户范围：一年未发生收付活动（不包括结息等非
客户主动发生的业务）且未欠我行债务，余额在人民币10000元
（含）以下的单位结算客户。二、清理账户时间：2018年12月21日
三、特别提示：1、如您的账户在待清理范围内，请于2018年12月
20日前持相关证件来我行办理相关销户手续，逾期未办理的，我
行视同自愿销户，未划转款项转入久悬未取专户管理，该专户不计
息。2、为确保您在我行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正常支付不受影
响，请同时配合我行做好账户年检工作，我行将对未年检或年检不
合格的账户采取停止对外支付。咨询电话：66862358（金盘）
66863212（秀英） 66978713（桂林洋）

海口苏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0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460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陈大生与被执行人华诺(香港)国际
集团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华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儋州弘
茂实业有限公司、杨保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在诉讼阶段查
封了被执行人儋州弘茂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儋州市那大园地
路以北(东干渠以东)地段的土地使用权【面积:46634.233平方
米,证号:儋国用(2007)第849号】。

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
上述查封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土地使用权权
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及提供相应证
据材料,否则,本院将对上述土地使用权依法予以处置。

特此公告
二0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11月20

日00:00—06：00、11月22日00:00—06：00分批对华为

ITV平台节点设备进行升级优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

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重启机顶盒即可正常观看。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8年11月21日

公 告
为了解决文昌市华侨农场职工社保遗留问题，现需确认如下人

员职工身份，如有认识，请相互转告。请相关人员自发公告之日起，
前往文昌市华侨农场确认职工身份，有效期限为2018年11月21
日-2018年12月7日,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现附名单如下：

文昌市华侨农场
2018年11月21日

姓名
陈梅桂
陈春叶
潘孝婷
符少妹
黄艳霞

出生年月
196912
196910
197210
197401
197107

姓名
陈艺
陈妮
杨来铺
刘衍卓
符永道

出生年月
196906
197306
197406
197604
197503

姓名
符惠萍
徐玉龙
符致潮
符岱
吴启斌

出生年月
197809
197203
196811
196912
198701

姓名
谢盛军
朱健
高芳丽
覃茂林
朱跃

出生年月
198601
197212
198901
198304

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协议出让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协议出让国有土
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拟协议
出让大英山片区139484.40平方米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一、出让地下空间基本情况：地下空间位于海口
市大英山新城市中心区“日月广场”，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为海航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地下空间投影坐标面积139484.40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零售商业用地，出让年期为40年。此次拟供地下空间是为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地下空间已按海规琼函[2018]15号的规划要求由地表建设
用地使用权人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开发建设。二、公示时限：
公示时限为30个自然日，自市政府批准后公告之日起计。三、意向用
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个人、法人、其他
组织对本公示所列地下空间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海口市国土资源
局提供：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2、意向用地者营业执照；地址：海口
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15号楼北楼2013室，联系人钟灵姿，电话
0898-68720575。四、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地下空间只有
一个意向用地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规定以协议方
式出让该地下空间使用权；若该地下空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者，将
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下空间使用权。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海口市金贸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C-01、C-07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根据海口市政府相关批示精神，我委拟对招商局集团海南区域
总部基地项目涉及的C-01、C-07地块规划指标进行相应修改。为
广泛征求市民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进
行公示。一、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8年11月21日至12月29
日）。二、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gov.cn）、
建设项目现场。三、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号南楼204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详细规划处，邮编：
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四、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杨苇璇。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21日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如

下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与竞买。属境外机构和个人
（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
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
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
加竞买者请到万宁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大楼耕保股（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购买《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18年11月21
日-2018年12月19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五、竞买保证
金：报名时须全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
金。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
在2018年12月19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18年12月11日9:30时；截止时间：2018年12月21
日9:30时；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厅进行。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

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00至11:
30 ，下午14：30至17：00。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其他需要
公告的事项：1.该宗地用于燃气电厂项目建设。2.该宗地为净地，目前地块
上无附着物、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
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
可以进场施工。3.鉴于该宗地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在项目建设前须做建
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地质灾害。该项目用地须
按规定完善有关环保审批手续，否则不得动工建设。4.竞买成交当场签订
《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按《国
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
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本次挂牌
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十、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
62217005；联 系 人：陈先生。http://www.ggzy.hi.gov.cn 、http://
www.hnlmmarket.com、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21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18-2号

地块

位置
423县道北侧、北大镇中兴
村委会东边约600米地段

面 积（公顷）

10.0237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
0.4≤容积率≤0.8，建筑密度≥3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0米

起始价（人民币万元）

3738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万元）

3738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1169号执行裁定
书，本院将于2018年12月6日10时至2018年12月7日10时止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海口市疏港大道北
段郑州大厦16层16D房。

起拍价：900，000元，竞买保证金:180，000元。增价幅度：10，
000元。咨询时间：自2018年11月21日起至2018年11月25日接受
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2月6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
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均由买
受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
话：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1169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美国政府知情人士19日披露，美
方正考虑把委内瑞拉列入“支持恐怖
主义国家”名单。一旦扣上这顶帽子，
美国可以限制对委内瑞拉人道主义援
助，在金融和经济领域进一步施压。

只是，美方难以拿出委内瑞拉所
谓“支恐”的证据。美国政府内部和一
些专家担心，这么做恐怕适得其反。

考虑加码
以美国官员和政府内部邮件为消

息源，《华盛顿邮报》最先报道这一动
向。一名了解情况的人士晚些时候告
诉路透社记者，把委内瑞拉列入“支
恐”名单的决策时间表没有确定。

一些内部邮件显示，美国国务院
最近要求多个政府机构就这一可能采
取的举措提意见，包括分管对外援助

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卫生和公众服务
部及其下辖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如，要求卫生部反馈，如果认定某国

“支恐”，会如何影响美方经由第三方
资助这个国家的卫生项目。

那些内部邮件没有指明是哪个国
家。不过，国务院上周召集大约20个
政府机构开电话会议，国务院官员伊
丽莎白·威廉斯确认是委内瑞拉，说政
府“不久”将作出决定。

难有证据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承

认，对美方而言，难题在于没有具体证据
证明委内瑞拉政府与恐怖主义有关联。

在一些美国专家看来，所谓委内瑞
拉威胁美国安全、与恐怖组织有染，并
不可信。他们警告，如果美国政府把委

内瑞拉列入“支恐”名单，却拿不出具体
证据，会损害这份名单的正当性。

华盛顿拉丁美洲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戴维·斯迈尔德说，他怀疑美方掌握
的情报只是“道听途说”，“消息源可信
度存疑”。

美方所谓“支恐”名单现有四个国
家：伊朗、朝鲜、苏丹和叙利亚。不少
人批评名单出于政治动机，且标准前
后不一致。

2008年，时任共和党籍总统乔
治·W·布什领导的政府把朝鲜移出

“支恐”名单；2017年11月，现任共和
党政府重新加入。之后美国政府对委
内瑞拉施加多轮制裁，对象包括委内
瑞拉高层人士，如国防部长、副总统、
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妻子。本月
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制裁委内瑞

拉黄金出口，试图掐紧马杜罗政府的
收入来源。

后患无穷
一旦认定委内瑞拉“支恐”，美国

可以限制对委内瑞拉提供经济和人道
主义援助，禁止美国公民和企业与委
方做交易。

委内瑞拉经济目前陷入困境，食
品、药品、日用品短缺，通货膨胀严
重。马杜罗政府指认美国伙同委内瑞
拉国内反对派搞“经济战”。拉美事务
专家亚当·艾萨克森接受《华盛顿邮
报》采访时说，“支恐”帽可能导致委内
瑞拉人的生活更艰难。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警告，大多数
美方援助经由联合国机构泛美卫生组
织提供给委内瑞拉。如果美国以“支

恐”为由停止援助，艾滋病及艾滋病病
毒防治、紧急疫苗注射、卫生专业人员
培训等项目会受影响，还可能妨碍拉
美地区防控传染病。

尽管近年来石油出口量急剧下
滑，委内瑞拉仍是美国第四大石油供
应国，美国是委内瑞拉石油最大买
家。艾萨克森认为，如果认定委内瑞
拉“支恐”，美国下一步可能以此为由，
禁止进口委内瑞拉石油。

一些专家说，扣“支恐”帽反而可
能有利于委方反美宣传。一些专家担
心，鉴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公开
和私下谈论过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
动的可能性，“支恐”可能成为军事干
涉的借口。《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幕
僚反复劝阻特朗普不要动用武力。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欲给委内瑞拉扣“支恐”帽子
专家担心，“支恐”可能成为美军事干涉的借口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19
日说，针对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
俄罗斯势必采取报复举措。

普京当天在一场防务会议上说：
“今天，我提议讨论应对美国可能退出

《中导条约》的举措。我再次强调，我
们已经准备就这一关键议题与美方对
话，希望他们负责任地考虑。”

按普京的说法，如果美国决定退
出《中导条约》，俄罗斯显然不能坐视

不管，势必回应。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0月

20日以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为
由，声称打算退出这一军备控制条
约。普京批评美方空口无凭，指认美

方违反条约，在罗马尼亚部署陆基“宙
斯盾”导弹防御系统。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
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1987年由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

根和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
夫签署，规定双方不再保留、生产或
试验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作
为核武器运载工具的陆基巡航导弹
和弹道导弹。 张旌（新华社微特稿）

特朗普以俄“违反”《中导条约》为由打算退出

普京:美空口无凭 俄势必报复 新华社首尔11月20日电（记者陆睿 田明）
博鳌亚洲论坛首尔会议20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会
议主题为“开放创新的亚洲”，聚焦区域合作、科
技创新和包容性增长等议题。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在开幕致辞中表
示，当今全球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收入差距和逆全球
化趋势，这些问题让可持续发展变得更为困难。他
期待与会嘉宾为解决这些问题贡献见解和智慧。

韩国总理李洛渊在主旨演讲中说，当前亚洲经
济面临挑战与潜力并存的局面。想要克服挑战、挖
掘潜力，就要把握好创新、开放、包容、合作与和平等
关键点。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本国优先的思潮，亚
洲各国有必要秉持开放，共同寻求对策。

赴韩国出席会议的中国国务委员王勇说，在
经济全球化面临挑战、国际秩序受到冲击的关键
时刻，亚洲各国应当携起手来，做国际秩序和国
际规则的维护者，做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捍卫
者，做全球发展和地区增长的引领者，为亚洲发
展创造新奇迹，为世界繁荣作出新贡献。

本次会议是博鳌亚洲论坛首次在韩国举办会
议，共有约800名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首尔会议
聚焦合作与创新等议题

新华社大马士革11月20日电 叙利亚军方
19日发表声明，宣布已完全消灭叙南部的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武装。

叙军方在声明中说，叙军队当天完全消灭了
盘踞在叙南部苏韦达省塞法山区的“伊斯兰国”武
装，收复该省东部沙漠地带约380平方公里的土
地。塞法山区是“伊斯兰国”在叙南部的最后据
点，因此这一军事进展具有重大意义。

叙利亚军方宣布
消灭叙南部“伊斯兰国”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