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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刘 庆 琳 （ 身 份 证
460022196107284834）、（船号：
琼文渔50202）遗失船舶产权证，
船舶证书，船舶驾驶证，声明作废。

▲曹莹莹不慎遗失身份证号:
460036199011040044特此声明。▲符娟遗失黎明职业大学法律事
务（法律）毕业证，证件编号：
113171200806000534，特此声明。▲庄江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04198210252255，特此声明。▲吴岳俊遗失海口市政府第二办
公区，部门：海口新城佳园服务有
限公司出入证，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用本协会名义开展公开募捐的情
况，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本协
会反映。
联系人：王强
电话：0898-66608111

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
2019年9月8日

声明
龙开洲：关于你于2019年8月8日
签订的集装箱房至今还未交付使
用，已向派出所通知过你。从即日
起三日内未达成书面协议，在场的
所有物件一切由黄伟华作材料货
款（定金）抵押处理。特此声明。

黄伟华 2019年9月7日

声明
近期，有群众投诉本协会在海口、
文昌等地通过设立旧衣物回收箱
的方式开展公开募捐。针对此事，
本协会郑重声明如下：一、本协会
系民间志愿者组织，而非慈善组
织，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二、经
初步调查，被投诉的情况系个别人
擅自利用本协会名义开展的个人
行为，与本协会无关。三、感谢和
欢迎群众监督，群众如发现有人利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海南新之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定
于2019年09月12日上午10：00
在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
89号汇隆广场二单元2-2002房
的会议室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会
议讨论决议如下事项：关于海南新
之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决定补刻公
章、财务章、合同章的事宜。请各
股东准时参加，否则视为放弃股东
表决权。 特此通知。

海南新之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二0一九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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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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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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海域使用权招租
儋州后水湾海域56公顷+陆地面

积70亩，海上浮球浮排、陆上虾塘

鱼塘、办公室房屋、育苗池配套。

意向电询18689900824

建设用地转让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广告

债权转让通知
琼海玉中置业有限公司、王新贵：

根据债权转让方吴凯儇与债权受让方邢志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吴凯儇将其享有的下列债权依法转让给邢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5日作出的（2011）海南一中民初字第31号
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琼海玉中置业有限公司、王新贵向海南万长威房
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吴凯儇偿付的款项中吴凯儇应得的权益。具体
为：1、被执行人琼海玉中置业有限公司、王新贵向申请执行人海南万
长威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吴凯儇支付欠款人民币6418000元及利
息（利息计算标准按双方之前约定的方法计算）；2、被执行人琼海玉
中置业有限公司、王新贵向申请执行人海南万长威房地产投资有限
公司、吴凯儇支付律师服务费人民币75000元；3、承担本案执行申请
费59865元；以上三项中吴凯儇应得的权益。吴凯儇特公告琼海玉
中置业有限公司、王新贵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
日起，邢志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特此公告通知。

吴凯儇 2019年 9月 8日

新华社伦敦9月6日电（记者顾
震球 孙晓玲）英国议会上院6日通过
一项旨在阻止“无协议脱欧”的法案，
该法案将在呈交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
署后成为法律。

这一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在法律层
面，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不能实行“无协

议脱欧”。此间观察人士认为，除非英
国在10月19日欧盟峰会结束之前与
欧盟达成新的“脱欧”协议，否则约翰
逊将不得不寻求欧盟同意推迟“脱欧”。

4日晚，英国议会下院以327票
支持、29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旨
在阻止“无协议脱欧”的法案，法案要

求如果英国和欧盟在“脱欧”截止日期
10月31日前没有达成协议，英国首
相必须向欧盟致信请求延期“脱欧”。
随后，这一法案被送交议会上院进行
辩论表决。

议会上院6日通过这一法案，使约
翰逊的“脱欧”方案再次遭到挫败。约

翰逊此前曾多次表示，无论是否达成协
议，英国都将在10月31日脱离欧盟。
为使议员们无法阻止英国10月底“脱
欧”，约翰逊8月末提出议会休会请求并
得到伊丽莎白二世批准。因此，9月3
日才结束夏季休会期的英国议会将于9
月第二周再次休会至10月14日。

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
6日在与自由民主党、苏格兰民族党
等反对党领导人开会讨论后表示，将
于9日在议会下院针对约翰逊再次提
出要求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投反对票
或弃权，让其难以获得通过这一动议
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员的支持。

英国议会上院通过阻止“无协议脱欧”法案

新华社新德里 9月 7日电 （记
者赵旭）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7日表
示，印度“月船 2号”探测器所携带
的着陆器当天在月球南极软着陆时
失去联系。

当天的直播显示，“月船2号”着
陆器7日凌晨1时40分（北京时间4
时10分）左右开始尝试着陆月球并表
现正常，但在距离月球表面2.1公里
时，着陆器突然失去了与地面控制中
心的联系。

按照原定计划，着陆器本该于印
度时间7日凌晨1时55分在月球南极
目标区域着陆。目前印度空间研究组
织正在分析数据，试图确定着陆器处
于何种状态。

印度总理莫迪当天也受邀前往位
于班加罗尔的地面控制中心观看着
陆。在着陆器失去联系后，莫迪对在

场人员表示，感谢他们为印度航天事
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向所有辛勤工作
的科学家致敬。

在经历多次推迟后，“月船2号”
今年7月22日发射升空，8月20日进
入月球轨道开始绕月飞行。9月2日，

“月船2号”着陆器与轨道器成功分
离，开始朝月球表面飞行。按计划，

“月船2号”应于7日在月球表面实施
软着陆，而轨道器将继续在目前轨道
上绕月飞行。

“月船2号”项目总耗资约1.4亿
美元，探测器重达3850千克，包括轨
道器、着陆器和月球车3个模块，携带
了10多个各类研究装置。

印度2008年成功发射首个月球
探测器“月船1号”，获得了大量图像
和探测数据，但原计划运行两年的“月
船1号”在2009年8月失联。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
德·扎里夫6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
加达说，美国针对伊朗施行“经济恐
怖主义”，这一做法令人无法容忍。

扎里夫与印尼外长蕾特诺·马尔
苏迪一同出席记者会时说：“美国不
仅不让美伊经济关系恢复正常，还要
惩罚与伊朗经济关系正常的国家，这
完全无法容忍。”

扎里夫说，美国对伊朗制裁是
“非法限制”。制裁针对伊朗民众，是
“经济恐怖主义”。

扎里夫没有说明伊朗可能进一
步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伊朗总统
哈桑·鲁哈尼4日宣布，伊朗6日起
进一步中止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部分条款，着手开发新型离心机，

以加速铀浓缩。一些伊朗官员提议，
把浓缩铀丰度提高至20%。伊朗媒
体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7日将发布
伊方的具体做法。

美国政府2018年5月退出伊核
协议，恢复对伊制裁；今年5月以来
在海湾加强军事部署，加剧地区局
势紧张。伊方先前放弃执行协议部
分条款，包括突破低丰度浓缩铀存
量300公斤和浓缩铀丰度3.67%的
上限。

联合国下属国际原子能机构8
月30日通报，伊朗低丰度浓缩铀存
量为大约360公斤；伊方只有超过
10%的浓缩铀突破了丰度3.67%的
上限，达到4.5%。

欧洲联盟委员会发言人马娅·科

齐扬契奇6日在记者会上说，欧盟对
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严
重关切”，将继续密切注视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核查评估。

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
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
莫盖里尼说，欧洲设立的“贸易往来
支持工具”结算机制已经在处理支付
结算。

“贸易往来支持工具”今年初由
英、法、德宣布设立，旨在帮助欧洲
企业绕过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和支
付体系，继续与伊朗贸易。不过，外
界认为，对欧洲企业而言，在美国市
场和伊朗市场必须二选一的情况
下，“贸易往来支持工具”将无法真
正落实。

法国新近提议，年底以前向伊朗
提供150亿美元额度的信用贷款，以
换取伊朗恢复履行核协议全部条款，
不过，贷款发放的前提将是得到美国
政府认可。

美联社报道，这一信用贷款的落
实，同样不为外界看好。

伊朗先前多次对欧洲维护伊核
协议的实际进展表达不满。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正访
问欧洲。他6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出
席智库会议时称，伊朗正“一步步”靠
近可对话位置。

美国政府人士4日说，美方有意
促成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伊朗总统
鲁哈尼9月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
间会面。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印度“月船2号”着陆器在登月时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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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浓缩铀丰度可突破20%
伊朗原子能组

织发言人贝赫鲁
兹·卡迈勒万迪7日
确认，伊朗已经具
备生产丰度超过
20%浓缩铀的能
力，只是暂时不打
算这样做。

为回应美国退
出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并频繁追加对
伊朗制裁，伊朗方
面逐步中止履行伊
核协议部分条款。

卡迈勒万迪7日召开记者会，身
边是数台离心机。

他说，伊朗向更为先进的离心机
内注入铀气，具备生产丰度20%浓
缩铀的能力。“我们国家可以把浓缩
铀的丰度提至20%甚至更高。”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4日宣
布，伊朗6日起着手开发新型离心
机，以加速铀浓缩。

伊朗原子能组织7日说，已经启
动20台IR-4型离心机和20台IR-
6型离心机，作为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部分条款的第三步。
卡迈勒万迪说：“这些离心机的

能力是以往机器的数倍。这一情况
从昨天（6日）开始。”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按伊核
协议，伊朗只能使用10台IR-4型离

心机。
美国政府2018年退出伊核协

议，近期加强在海湾的军事部署。伊
方先前两次分批放弃执行协议部分
条款，即突破低丰度浓缩铀存量300
公斤和浓缩铀丰度3.67%的上限。

卡迈勒万迪7日说：“我们已经
开始解除伊核协议对（伊朗核项目）
研发的限制……将开始发展更快、更
先进的离心机。所有这些步骤都可

逆，只要另一方履行承诺。”
他进一步“敲打”欧洲方面：“欧

洲人应该知道，为挽救 2015 年协
议，所剩时间不多……我们的（浓缩

铀）储备正在快速增加，希望他们能
够醒悟。”

欧洲方面先前设立与伊朗的新
型结算机制、提议向伊朗提供150亿

美元额度信用贷款，试图换取伊朗恢
复履行核协议全部条款。伊朗多次
对欧洲维护伊核协议的实际进展表
达不满。

卡迈勒万迪确认，将继续允许联
合国下属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监督
伊朗核项目。

他说，“我们不打算改变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的 核 查 流 程 ”，
伊 朗 对 核 项 目 透 明 的 承 诺 没
有改变。

国际原子能机构 8月 30 日通

报，伊朗低丰度浓缩铀存量为大
约360公斤；伊方只有超过10%的
浓缩铀突破丰度3.67%的上限，达
到4.5%。

美联社预期，国际原子能机构一
名高级官员有望8日在伊朗首都德
黑兰会晤伊朗官员。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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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外长批美国做法令人“无法容忍”

伊朗外长扎里夫。（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俄载机器人飞船
顺利返回地面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7日电 俄罗斯国家航
天公司7日发布消息说，代号为“太空机器人F-
850”的智能机器人乘坐俄“联盟MS-14”飞船顺
利返回地面。

俄罗斯8月22日发射“联盟-2.1a”运载火
箭，将载有“太空机器人F-850”的“联盟MS-
14”飞船送往空间站。

这是俄第一次将人形机器人送往空间站，这
种机器人将来有望在航天器外替代宇航员执行危
险任务。

日本外相或换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11日改组内阁。多

名自由民主党人士证实，安倍内定经济再生担当
大臣茂木敏充接替河野太郎出任外务大臣。

茂木曾是外务省“二把手”，与美国谈判贸易
过程中的表现获安倍认可。

茂木与安倍分别隶属自民党内不同派系。不
过，安倍2012年就任首相以来，茂木相继出任关
键阁僚和自民党高层重要职务：2012年12月至
2014年9月出任经济产业大臣；2017年8月出任
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至今，两年来主持与美国贸易
谈判事务，受到安倍信任。

日本现任外相河野太郎2017年8月起任职，
是前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的长子。在日本国内
一些分析师看来，河野接近理想主义者，茂木则是
现实主义者。

在日本京都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中西宽看
来，内阁改组可能使日韩外交氛围发生变化。

起因于历史问题，日韩关系持续恶化；日本与
俄罗斯有关争议领土的谈判同样陷于停滞。如何
应对上述难题考验茂木外交手腕。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拒作交换

日本回绝韩国提议
日本政府人士6日说，日方已经决定拒绝韩

国以续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换取取消对韩出口
管制的提议。

共同社当天援引一名日本政府官员的话报
道，日方无法容忍在安全合作与贸易管制之间作
交换，“它们是完全不同的议题”。

按照日方外交人士的说法，日本外务省亚洲、
大洋洲局局长金杉宪治8月底已经把日方上述立
场告知韩方。

日本政府7月初宣布对出口韩国的3种半导
体工业原材料加强审查和管控，影响三星电子有
限公司、SK海力士公司等多家韩国企业。韩方认
定，日方不满韩国法院判决日本企业赔偿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因而以贸易
手段“报复”韩方。日方否认这一指认。

日本政府8月初决定撤销韩国受信任贸易伙
伴的地位，把韩国从获得贸易便利的“白色清单”
中除名。这项决定8月28日零时正式生效。

作为回应，韩方8月12日决定把日方排除出
韩方贸易“白色清单”，8月22日宣布不再与日方
续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不过，韩国总理李洛渊随后伸出“橄榄枝”，说
如果日方取消对韩出口管制，韩方可能重新考虑续
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
家中遇袭

俄罗斯内务部6日说，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
会主席埃拉·帕姆菲洛娃在家中遭遇一名蒙面男
子袭击。男子在逃，警方已着手刑事犯罪调查。

内务部在声明中说，警方当地时间6日凌晨1
时30分左右接到报警，确认受害人是中央选举委
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一名蒙面男子经由窗户闯
入帕姆菲洛娃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住所，用电击棒
殴打帕姆菲洛娃后逃跑。

男子行凶动机尚未确定，帕姆菲洛娃住所没
有物品失窃。中央选举委员会新闻部门说，帕姆
菲洛娃暂时不准备作回应。

陈立希（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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