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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喜遗失座落于南海圩的宅
基地批准书，证号:清土基字
（1994）第085号,特此声明。
▲琼海市文市卫生院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
号: 建 字 第 4690022018000301
号,声明作废。
▲王光群，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为：460100196705193614特此声
明。
▲王满（曾用名王西，身份证号
460036198606260826）于 2006
年2月25日在海南省琼中县乌石
卫生院分娩一男婴，其出生医学证
明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海南施罗德非凡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万红爱不慎遗失海南儋州恒大
金碧天下189栋102房房款收据，
编号:NO1809113，现声明作废。
▲李多峰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003199409154415，流水号：
4600015761，声明作废。
▲郭学昌不慎遗失坐落于新村镇革
命路11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陵
国用（新）字第1501号，声明作废。
▲郭学平不慎遗失坐落于新村镇革
命路11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陵
国用（新）字第1502号，声明作废。
▲孙敬卿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
镇土福湾海南福湾国际滨海度假
社区北区H1-2房权证，证号：陵
房权证陵水字第20151546号，特
此声明。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公告声明

闵伟迪：你与我于2019年6月6日
签署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由你
向我承租三亚市商品街十二巷8
号商铺，面积490平方米，租期五
年（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24
年6月30日止）。但由于你违约拖
欠租金，致使合同已经达到约定的
解除条件。我方声明：即日起你和
我签署的《商铺租赁合同》已经解
除，你交来的押金不予退还，我有
权将商铺另行对外出租。在租赁
期间产生的任何债权、债务均由你
个人自行承担，与我及后来的承租
人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吉秋来
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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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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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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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公告
兹有原被收治在海

南省屯昌县晨星农

场医院的流浪精神

病患者民政 4 号

（女，身高 157 厘

米 ，体 重 47.5 公

斤），于2019年12月7日下午14:

45许，因病医治无效死亡，特发此

死亡公告，望知情者或其亲戚朋友

及时与我局联系。联系人：饶先

生。联系电话：67812415。联系

单位：屯昌县民政局

注销公告
东方歌王娱乐服务有限公司拟向
东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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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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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平壤1月1日电（记者程
大雨 江亚平）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
正恩日前表示，如果美国执意奉行对
朝敌视政策，朝鲜半岛无核化将永远
不会实现，“朝鲜将继续大力推进保障
国家安全的战略武器开发工作，直到
美国取消对朝敌视政策、在朝鲜半岛
建立持久巩固的和平机制为止”。

据朝中社1月1日发布的公报，
金正恩日前在朝鲜劳动党七届五中全
会做报告时说，当前形势证明，培育朝
鲜所需力量以维护自身免遭敌对势力
侵犯主权和安全，是朝鲜应毫不犹豫
坚持走下去的路。金正恩表示：“拥有

并继续加强无论何人都不能侵犯的无
敌军事力量，是朝鲜劳动党坚定不移
的国防建设目标。”

金正恩指出，“我们要更加蓬勃地
推进战略武器的开发工作……全世界
不久将目睹朝鲜拥有新战略武器”。
朝方将根据美国今后的对朝立场而上
调强化朝鲜核遏制力的广度和深度。

金正恩同时表示，因美国的无理
要求违背朝鲜根本利益，朝美关系难
免将长期僵持，“尽管我们迫切需要对
经济建设有利的对外环境，但绝不能
为了华丽转身而出卖至今视若生命的
尊严”。

金正恩说，“当前形势预示着同美
国僵持将具有长期性，我们仍要继续
在敌对势力的制裁中进行生活和斗
争”，为此，所有党组织和干部要投身
于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对抗制裁封锁活
动的正面突击战中，而突击战的主要
战线是经济战线。金正恩提出重整国
家经济基础、挖掘一切生产潜力保障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还要以强大的
政治外交、军事攻势来确保胜利。

朝鲜劳动党七届五中全会于
2019年12月28日至31日举行，会议
听取并讨论了金正恩所做工作报告，
做出多项决议并进行了人事调整。

金正恩：美国取消对朝敌视政策前将继续开发战略武器

朝鲜放狠话要强化核遏制力

➡ 这张朝中社2019年12月31日提供的照片显示，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七届五中全会上发言。 新华社/朝中社

美驻伊拉克大使馆新年前夜“遭袭”，特朗普指责伊朗策划此举

伊朗称不“背锅”，中东火药味更浓

伊拉克示威者
2019年12月31日
冲击在巴格达的美
国驻伊拉克大使
馆。美国总统特朗
普指责伊朗策划了
这一“袭击”。美方
稍晚宣布将立即向
中东地区增兵以策
安全。伊朗方面坚
决否认，并警告美
国勿借机报复。

分 析 人 士 指
出，伊拉克示威者
冲击美国大使馆，
显示在美军空袭伊
拉克什叶派武装后
当地人反美情绪进
一步高涨，不仅给
美国与伊拉克政府
的关系出了道难
题，也给美国与伊
朗间的激烈博弈带
来新的火药味。

伊拉克内政部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数百
名示威者当天在美国大使馆外集会，高喊口号
谴责美军空袭之举。示威者在使馆外墙写下

“以人民的名义关闭”标语，并点燃使馆围栏处
一座警卫塔。示威者随后闯入使馆外院，与发
射催泪瓦斯的警卫发生冲突。

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讲师易卜拉

欣·阿梅里指出，日前美军空袭伊拉克多处目
标，导致多名什叶派民兵死伤。冲击美国大
使馆是为了发泄对美军空袭的愤怒。

伊拉克北部一处军事基地数日前遭火箭
弹袭击。一名美国承包商死亡，多名美国军人
受伤。美军随后实施报复。伊拉克什叶派民兵
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说，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边境的空袭造成该组织25人死亡、51人受伤。
“人民动员组织”由包括“真主旅”在内的

多个什叶派民兵武装组成，2018年3月被编
入伊拉克安全部队，直接听命于伊拉克国防
部。美方宣称此前火箭弹袭击为“真主旅”所
为，并认为后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麾下
组织关系密切。

冲击使馆事件给美国和伊拉克关系再添
阴云。在美军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后，伊政府
对美方的军事行动非常不满。看守政府总理
阿卜杜勒-迈赫迪谴责美军空袭行动是对伊拉
克主权的侵犯。

但示威者冲击美国大使馆一事让伊拉克
政府感到被动。事发后，伊拉克安全部队抵达
现场试图控制局面。伊拉克内政部长、国防部

长也抵达美国大使馆。总统巴尔哈姆·萨利
赫、阿卜杜勒-迈赫迪、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
德·哈布希均呼吁示威者离开美国大使馆。

事后，特朗普与阿卜杜勒-迈赫迪通电话，
强调需保护美国在伊人员与设施安全。美国国
防部长埃斯珀宣布，美国将立即向中东地区增
兵约750人，以应对该地区针对美方人员与设施
不断上升的威胁，包括发生在巴格达的事件。

分析人士认为，接二连三的危机事态，加
深了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不信任感。美国《纽
约时报》认为，美军空袭激起伊拉克人的反美
情绪，进而酿成近年来美国在伊拉克最大的一
次政治危机，这不利于美国与伊朗在伊拉克竞
争影响力。《华尔街日报》则认为，伊拉克示威者
冲击美国大使馆，这会强化伊拉克政府不能或
不愿保护美国在伊利益的印象。

另一方面，美国与伊朗的紧
张关系也在冲击大使馆一事后进
一步升温。特朗普声称伊朗要为
美方任何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负
全责，并强调“这不是一个警告，
这是一个威胁”。伊朗外交部则
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并要求
白宫重新思考美国在该地区的

“破坏性政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东研究所专家秦天表示，近期
美国与伊朗关系不断恶化。而
自2019年10月起，伊拉克多地
爆发抗议示威活动，社会动荡加
剧。美国伊朗斗法与伊拉克国
内抗议联动，导致美国和伊朗的
对峙更难以管控，也令海湾局势
更加复杂。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
所专家魏亮认为，伊拉克目前
政局脆弱，这种情况下美国和
伊朗不会冒险在伊拉克境内

“大打出手”。但伊拉克是美国
伊朗斗争的“主战场”，两国都
会努力维持和扩展影响力。即
便此次事件逐渐平息，未来双
方博弈仍将继续。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蒂姆·
凯恩在推特上发文指责美国政
府在中东的错误行径令美国变
得更不安全。他呼吁国会尽快
阻止美国这种“奔向战争”的愚
蠢行为。

（据新华社巴格达1月 1
日电 记者白平）

据新华社华盛顿2019年12月
31日电（记者刘晨 刘品然）美国国防
部长埃斯珀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宣
布，美国将立即向中东地区增兵约
750人以应对该地区针对美方逐渐提

升的威胁，美方也已做好未来几日继
续增兵的准备。

埃斯珀当晚宣布这一决定时说，
已授权美军第82空降师快速反应部
队的一个步兵营部署至中东地区，快

速反应部队中的其他作战力量也已
做好未来数日内出发的准备。

埃斯珀说，这一增兵行动是预防
性措施，以应对该地区针对美方人员
与设施不断上升的威胁，其中包括当

天发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事件。
据伊拉克内政部消息，数百名示

威者2019年12月31日在位于巴格
达的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前集会，抗
议美军空袭伊拉克。

2019年12月29日，美军当天对
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位于伊拉克
和叙利亚境内的多处设施实施空袭，
以报复该组织对伊拉克境内驻有国际
联盟部队的军事基地的多次攻击。

美防长：将立即向中东增兵750人

示威者冲击大使馆泄愤

加深美国伊拉克不信任感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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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贸易协议生效
新华社东京1月1日电（记者刘春燕）日美贸

易协议2020年1月1日正式生效。日本从美国进
口的牛肉等食品价格有望下降，但日本农户将因低
价美国产品的流入而面临更加严酷的市场竞争。

日美贸易协议生效后，日本将对价值约70亿
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减免关税，涉及产品包括牛肉、
猪肉、奶酪和葡萄酒等。美国产牛肉的关税税率
1日起从38.5%降至26.6%，并将最终降至9%；部
分奶酪产品的关税税率从29.8%分阶段降至零；
葡萄酒关税也将最终取消。日本对美出口方面，
空调零部件、燃料电池和眼镜等产品关税在协议
生效后立即取消。

日美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期间，日本各界更关
注的是日本输美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关税减免问
题。本次生效的日美贸易协议并未涉及这一领域。

日美贸易协议于2019年10月7日在华盛顿
正式签署，12月4日获得日本国会批准。

印巴互换核设施清单
新华社新德里1月1日电（记者胡晓明）印度

外交部1月1日发表声明说，根据与巴基斯坦有
关禁止攻击对方核设施的协议，印巴两国当天互
相交换了核设施清单。

声明说，清单交换通过外交渠道在双方首都新
德里和伊斯兰堡同时进行，这是两国之间第29次连
续交换核设施清单，首次交换是在1992年1月1日。

1988年12月，印巴签署一份有关禁止攻击
对方核设施的协议，规定双方每年1月1日互换
核信息。该协议于1991年1月27日生效。

印度和巴基斯坦1947年分治以来已爆发3
次战争，其中两次由克什米尔问题引起。

1月1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比平·拉瓦特
（前）在就任国防参谋长后准备检阅仪仗队。

印度前陆军参谋长比平·拉瓦特1月1日正式
就任该国第一任国防参谋长。作为国防参谋长，
拉瓦特将成为国防部长与陆海空三军种相关事务
的首席军事顾问。 新华社/美联

拉瓦特就任印度首任国防参谋长

就737MAX停飞

波音与土耳其航空公司
达成赔偿协议

土耳其航空公司2019年12月31日说，美国
波音公司已经同意就737MAX系列客机停飞赔
偿土航。

德新社报道，土航向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
提交信息披露文件，说这家航空运营商与波音就
737MAX停飞和新机未交货引发的损失达成赔
偿协议。土航没有披露赔偿金额。土耳其《自由
报》报道，波音赔偿2.25亿美元，2019年12月31
日早些时候已经交付土航。

波音737MAX系列客机2018和2019年半
年内两次发生空难，合计致死300多人。在全球
遭大面积停飞和禁飞后，这型客机由美国联邦航
空局下令停飞。

波音2019年12月16日宣布，2020年1月起
暂停生产这型客机。土航已经停飞旗下12架
737MAX系列客机，原定2019年接收12架。

《自由报》报道，上述赔偿只涉及土航2019年
所受损失，波音方面同意支付更多赔偿，直至这型
飞机获准复飞。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