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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海南天柱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6MA5RCX0N40，声 明
作废。
▲儋州那大有饭美食小铺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31471867，声明作废。
▲高秋龙不慎遗失经营性道路运
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资格证号:
460032196909247675，证件流水
号:4600049968，声明作废。

遗 失典 当
▲海南佳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塔岭开
发区富民大道（龙福花园 D2 栋
102房）住宅楼的房产证，证号：房
权证定城镇字第0008531号，声
明作废。
▲杭州锋芒广告设计有限公司税号
913301037245083504,不慎遗失
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046001800104，发 票 号 码 ：
00542840，金额508元，现声明作废。
▲殷闵贞，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
通 发 票 ， 发 票 代 码 ：
046001800104，发 票 号 码 ：
00542859，金额 3927元，现声明
作废。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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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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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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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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乐东华达种养专业合作社拟向乐
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刊登日起45天到本
合社办理相关事宜。

公 告

儋州市白马井镇冷冻加工厂
整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66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儋州市白马井镇海南白马井渔港股份

有限公司冷冻加工厂整体招租，招租面积为3190m2，租赁期限为
6年，挂牌底价为30万元/首年。公告期：2019年 10月 28日-
2019年 11月11日。标的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
hncq.cn）、E交易网（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zw.hainan.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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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
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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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8日

现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竞选招标代理机构
一、招标人：海南华琨物资公司
二、项目名称：电力城小区“三供一业”改造项目
三、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要求：（1）已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备案，（2）已在中国海南政府采购网备案。
四、报名要求：须由项目负责人持：（1）单位介绍信；（2）法人授

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3）项目负责人职称
证原件；（4）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打印盖章，原件审核。

五、报名时间：请于2019年10月28日至2019年11月1日，上
午8：30-12:00，下午3：30-6：00(节假日除外)。

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81号南洋大厦14楼1402房。
联系人：陈晓璐；联系电话：13034933855。

招标代理竞选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日月广场商业
旅游综合体项目改造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日月广场商业旅游综合体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国兴大道8
号，该项目于2012年12月批建, 2015年9月重新核发许可证 (许
可号:460100201500113 ),2016 年 10月变更方案并通过规划核
实，批建内容为 12 幢 3-5/3 层的商业旅游综合体，建筑面积
152271.83/ 333897.95m2。现建设单位申报的改造方案涉及以下
内容：一、项目东南侧6号（现更名为3号）下沉广场B1层（标高-
12.700）设置篮球场；二、标高-5.800处增加夹层作为篮球场，建筑

面积为607m2。经审查，改造方案仅增加地下建筑面积，容积率、建
筑密度等各项规划指标不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
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 年 10
月 28日至 11月 8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
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
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
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28日

广告

特朗普此次宣布巴格达迪死讯
时，先是于前一天晚上通过社交媒体
发布消息，称“刚刚发生了一件大事”，
然后又通过白宫宣布第二天上午将发
布“重要声明”，吊足了人们的胃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问
题专家孙成昊评论说，此次特朗普在
发布消息时采取了一贯高调的预告、
发酵、发布、再发酵的宣传模式，足以
证明他想将此事当成自己的执政亮
点，争取更多关注。

美国将于明年举行总统选举，但谋
求连任的特朗普近期在国内面临较大
压力，不仅因“电话门”事件受到弹劾调

查，还因从叙利亚北部撤出美军为土耳
其进军这一地区打击美国反恐盟友叙
库尔德武装“开绿灯”受到批评。叙库
尔德武装批评此举是背信弃义，美国共
和党人及国内舆论也视此举为不顾美
国在中东战略利益的表现。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
究员包澄章指出，特朗普政府公布巴
格达迪死讯恰巧是在美国从叙利亚撤
军后不久，目的是通过展示“标志性反
恐成果”来回应各方批评，挽回因撤军
行动而丧失的颜面。

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一直认
为美国在海外驻军负担过重，在中东

政策上谋求从反恐战争中抽身。此前
不少分析都指出，特朗普政府从叙利
亚北部撤军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甩
包袱”。

国际问题专家、浙江外国语学院教
授马晓霖表示，特朗普抓住此次巴格达
迪死亡之机高调宣布这一反恐重要胜
利，意在为他进一步从中东收缩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而对特朗普竞选来说，这
一反恐政绩毫无疑问也是加分项。

孙成昊也认为，特朗普希望借巴
格达迪死亡的消息在形式上为美国的

“反恐”画上阶段性句号，将美国从反
恐的“前排主力”后撤为“后排指挥”。

巴格达迪之死：

“高调”宣传难掩“低调”现实

巴格达迪是“伊斯兰国”的精神领
袖和灵魂人物。此前曾多次传出过他
的死讯，但并未获得证实。不过这次
他的死讯由美国总统亲口宣布，可信
度理应较高。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纳齐姆·朱
布里指出，巴格达迪的身亡将进一步
打击“伊斯兰国”残余武装的士气，有
利于瓦解该组织的领导框架和组织结
构。马晓霖则认为，巴格达迪之死会
极大削弱“伊斯兰国”的凝聚力和内部
团结，可能引发围绕将来谁来接管该
组织的分化和内斗。

不过，专家们也普遍认为，巴格达
迪之死这一打击并不足以导致“伊斯

兰国”完全覆灭，更不可能消灭中东地
区的恐怖主义。

曾担任白宫反恐事务负责人的贾
韦德·阿里表示，巴格达迪死亡对“伊
斯兰国”来说或许确实是一个巨大打
击，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组织遭遇“战略
性失败”，有如“基地”组织头目本·拉
丹被打死后“基地”组织依然没有销声
匿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问
题专家李伟认为，巴格达迪死后，“伊
斯兰国”对世界各地分支的控制力未
来可能减弱，各分支组织将更加自主
化、本土化。国际恐怖主义近年来呈
现“化整为零”之势，受“伊斯兰国”影

响的欧洲极端分子回流也将对其来源
国造成威胁，短期内可能发生“报复
性”的恐怖袭击。

包澄章指出，巴格达迪虽然已死，
但中东地区滋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的土壤依然还在。地区国家缺乏稳定
和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而地区普遍存在
的“以对抗求安全”的思维定式以及对
外部力量的安全依赖则进一步加大了
地区国家形成安全共识的困难。地区
反恐沦为域内外力量用以开展地缘政
治博弈的工具，反恐阵营化，反恐目标
与手段错位，反恐标准各异甚至存在双
重标准。这些都导致地区反恐治标而
不治本。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意在宣扬政绩

反恐实效有限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卖了一晚上关子后于27日上午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巴格
达迪26日在美军方发动的一次袭击中自杀身亡。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高调宣布巴格达迪死讯，是要宣扬政绩，回应国内外批评，为其中东战
略“背书”，为竞选连任积累政治资本。尽管巴格达迪之死对“伊斯兰国”是一次沉重打击，但并不
足以摧毁该组织，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地区反恐形势。

新华国际时评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宣布，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阿布·
贝克尔·巴格达迪已在美国特种部
队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采取的一次
袭击行动中死亡。

巴格达迪的死亡，表面上是美
军在叙利亚采取袭击行动的战果。
实际上，这一进展与叙利亚乃至整
个中东地区反恐局势的巨大变化密
切相关。如果没有近年来国际反恐
合作的进展作为铺垫，上述战果的
取得恐怕还将更加困难。

从2014年起，“伊斯兰国”一度
占据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北部大
片区域，被认为是国际上危害最严

重的极端组织之一。然而，在国际
社会共同打击下，“伊斯兰国”不仅
在今年3月失去其占据的最后一块
地盘，其残余人员也四处流窜并遭
到清除，危害性显著降低。

根据美方公布的消息，美国军
队是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锁定巴格
达迪的。这片地区是叙利亚境内目
前除叙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外、被
叙反政府武装控制的最后一处主要
据点，也是中东恐怖势力赖以苟延
残喘的一处重要地点。

国际社会有识之士最近一再指
出，恐怖组织在包括伊德利卜省在
内的叙西北部地区不断扩大自身势

力范围，是导致当地出现人道主义
危机的根源，也是该地区安全稳定
的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应团结一
致，共同应对这一严峻挑战。

巴格达迪1971年7月生于伊拉
克古城萨迈拉。2003年美国入侵伊
拉克后，巴格达迪参与组建叛乱组
织。2013年4月，巴格达迪宣布建
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2014年6月，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宣
布建立一个所谓“哈里发国”，自封

“哈里发”，“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
国”改名为“伊斯兰国”。

2014年9月，美国等国组建打
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开始对其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发动
空袭。2015年9月，俄罗斯开始对
叙利亚境内数个恐怖组织实施空中
打击。

2017年 4月 1日，伊拉克国家
电视台报道说，伊拉克政府军日前
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加伊姆地区对

“伊斯兰国”目标实施了空袭，炸死
了“伊斯兰国”二号人物伊亚德·哈
米德·朱迈里。

2017年的7月10日，经过近9
个月激战，伊拉克政府军收复“伊斯
兰国”在伊拉克境内的大本营摩苏
尔。

2017年 10月 17日，叙利亚库

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说
当天完全收复“伊斯兰国”在叙利亚
的大本营、其所谓“首都”拉卡。

2017年12月9日，伊拉克总理
阿巴迪宣布，政府军已收复“伊斯兰
国”在伊控制的所有领土，伊拉克取
得打击“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利。

2019年 3月 23日，“叙利亚民
主军”宣布拿下“伊斯兰国”最后据
点、叙东部代尔祖尔省的巴古兹
镇。美国白宫此前一日也宣布，“伊
斯兰国”已完全失去在叙利亚的所
有控制区。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记者
倪红梅 邵杰）

巴格达迪之死背后的中东反恐局势变化新闻背景

图为2014年7月5日拍摄的“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巴格达迪在伊拉
克摩苏尔一处清真寺发表演讲的视频截图。 新华社/法新

国际观察

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27日电
（记者刘晨 刘品然）美国总统特
朗普 27日宣布，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最高头目阿布·贝克尔·巴
格达迪已在美军于叙利亚西北部
进行的一次针对他的夜间军事行
动中自杀身亡。

特朗普当天上午在白宫发表
公开讲话宣布这一消息。他说，在

美国特种部队26日晚于叙西北部
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巴格达迪
被逼入一个坑道尽头，随即“引爆
自杀式炸弹背心身亡”。

特朗普说，随后进行的检测确
认，身亡者是巴格达迪本人。

他还说，有“大量”巴格达迪的
追随者在此次袭击中死亡，美军并
无人员损失，美军还从此次行动中

获取大量与“伊斯兰国”相关的高
度敏感信息。

特朗普说，此次行动约在两周
前启动，显示出美国对于持续打击
包括“伊斯兰国”在内恐怖主义势
力的决心。

他还在讲话中感谢俄罗斯、
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叙利亚
库尔德人在此次军事行动中提供

的帮助。
“伊斯兰国”于 2014 年占领

伊拉克摩苏尔后，巴格达迪在摩
苏尔努里清真寺宣布建立一个横
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哈里发
国”。此后多次传出巴格达迪死
讯，但均未获得证实。“伊斯兰国”
曾于今年4月发布疑似巴格达迪
的视频，视频中他承认“伊斯兰

国”在叙利亚战事中受挫。
特朗普今年3月下旬宣布“伊

斯兰国”已完全丧失在叙利亚和伊
拉克两国的控制区。不过，美国多
名前高官近日公开警告“伊斯兰国”
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据联合国今年
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目前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成员
仍多达1.8万人。

特朗普宣布

“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巴格达迪身亡

巴格达迪虽死
恐怖威胁未除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宣布，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巴格达迪26日在美军
方发动的一次军事袭击中自杀身亡。

巴格达迪是“伊斯兰国”的创始人和灵魂人
物，是继“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后最臭名昭著
的恐怖分子。过去5年来，巴格达迪为逃避追
杀东躲西藏，很少公开露面。多次有媒体报道
过他的“死讯”，但最终都证实是假的。这次的
消息由美国总统以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宣布，其
可信度应该不用怀疑。

特朗普之所以大张旗鼓地宣布巴格达迪的
死讯，无疑是因为这将是本届美国政府的重要
加分项。有媒体分析称，一来，此时恰逢美国从
叙利亚撤军不久，特朗普政府可借此作为反恐

“标志性成果”回应盟友对撤军的批评，挽回些
许颜面；二来，可以为美国在中东维持战略收缩
态势提供理由；其三，还可以为明年的大选积累
政治资本。

在国际反恐高压态势下，巴格达迪的末
日迟早要来。国际反恐问题专家普遍认为，
近几年，巴格达迪之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来
说，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符号”，“伊斯兰国”整
体势力衰败已是大势所趋。巴格达迪的死
讯，将会大大挫败中东地区尤其是叙利亚境
内恐怖分子的士气，短期内提振国际社会在
中东反恐的信心，推动中东反恐向着更加积
极的方向发展。

当然，也应清醒认识到，一方面，巴格达
迪的恐怖遗毒远未肃清，“伊斯兰国”近年来
进入“化整为零”的状态更加值得警惕。在
伊拉克，潜藏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仍在伺
机发动袭击；在叙利亚，数千名恐怖分子被
羁押在多处营地，如何处置悬而未决；在也
门、阿富汗、埃及，“伊斯兰国”分支依旧活
跃；在欧洲，多国政府担心恐怖分子回流威
胁自身安全。

另一方面，中东地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仍然存在。西亚北非地区发生剧变的 8 年之
后，叙利亚、也门、利比亚战火未熄，伊拉克重建
缓慢、示威游行不断，黎巴嫩、阿尔及利亚、苏丹
政局动荡，深层次问题犹存。

同时，巴格达迪之死尽管会让“伊斯兰
国”遭受重创，但该组织并没有被消灭。从长
期趋势看，恐怖组织结构呈现扁平化和分散
化的特征更加明显，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实
施袭击的威胁仍存，中东乃至世界反恐形势
依然严峻。

根除恐怖主义需标本兼治。一方面各方
需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维持对其全方位的高压
态势；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也要早日结束战乱动
荡，实现社会和解，努力改善民生，消除恐怖主
义土壤。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更多的

“巴格达迪”。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记者程帅朋）

10月27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白宫发表讲话。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