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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恒德瑞聚氨酯有限公司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3768002；财务专用章一
枚、(韩瑞龙)法人章一枚、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廖远泊律师
于2021年4月6日遗失了由海南
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为：14601201610637704，流
水号为：11251296，现声明作废。

●甘启飞遗失户口迁移证，证号：
琼00937008，特此声明。
●甘荣山、甘悠然遗失户口迁移
证，证号：琼00937009，特此声明。

●海口秀英西海岸川菜馆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50016125，声明作废。
●海口瑞泽森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0100000221524，声明作废。
●海南百万欣国际海洋种质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鑫弘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福临天涯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和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05000012117，声明作废。
●海南祺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
票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本人吴智颖不慎遗失在三亚中
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定
金 收 据 一 份（黄 联），编 号 ：
0012447，金额5000元整，以及购
车 合 同（黄 联）一 份 ，编 号 ：
0000291，声明作废。
●海南省老摄影家协会不慎遗失
工行海口银都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16893801，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红苗幼
儿园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证
号：JY34601070036803，声明作
废。
●杨爽遗失长影长流（海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7
日开具的10-1405房的购房款收
据两张,收据号码:0003237，金额
为:50000 元 ；收 据 号 码:
0003238，金额为:417369 元，声
明作废。
●祖丽红不慎遗失一份南海之滨
购房款收据，收据编号:5396442，
收据金额:351360元，收据时间:
2016年3月26日，声明作废。
●黎辉平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东区
非人防地下车位977号华侨城·曦
海岸项目认购书，编号：0002407，
声明作废。
●海南森装家俱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李永富遗失车牌号为琼F07588
车 的 营 运 证 一 本 ，证 号:
460400063912，声明作废。
●北京建扶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农业协会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海口琼山力美健身休闲活动工作
室：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海明、席庆涛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 654、655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
委海劳人仲裁字〔2021〕第 263、
264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
裁决书（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595571），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4月8日

减资公告
海南顺禾节水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324150566R，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贰仟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伍佰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坛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K80978)，拟 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佰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叁佰万元，原债权债务不
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死亡公告
王凯连，男，其他不
详。2021 年 3月 18
日在海口公园晕倒，
于是有市民拨打120
送往我院东湖院区

救治，因病情极危重抢救无效病
故；望其亲属见报后速与我院联
系。公告期满30天仍无人认领，
我院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021年3月31日

海南融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我司定于2021年4月16日10:00
在本公司拍卖厅拍卖三亚市吉阳
区鹿岭路鹿回头A34地块住宅楼
项目3号楼：1、3A08房建筑面积
103.9m2，土地使用权面积7.16m2；
2、3A09房建筑面积106.63m2，土
地使用权面积7.34m2；3、3A11房
建筑面积106.64㎡，土地使用权面
积 7.35m2。房产证号分别为：琼
（2017）三 亚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29342 号；第 0029343 号；第
0029340 号。参考价 325 万元/
套，竞买保证金40万元/套，整体
竞买优先。竞买人应符合海南省
房产限购相关政策规定。电话：
68522193，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
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2021）琼01执70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林健与被执行人
张献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
执行过程中，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
张献祥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
秀西路160号金湾花园B2013号
房［不动产权证号：琼（2017）海口
市不动产权第0101345号］房产。
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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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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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

注销公告
海南省港航管理局测量队拟向海
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21年3月26日起90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省航道疏浚工程队拟向海南
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2021年3月26日起90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东走西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1000万减少至人民币50万，

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见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证,《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陵国
用(新)字第0427号。申请人称郑
秋荣与郑永义同属一人，现在世的
法定继承人有郑忠平、郑丽娜、郑
丽菊。凡对上述遗产继承有异议
者，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
向我处提出，如逾期不主张，其法
律责任自行承担。地址:陵水黎族
自治县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电话:0898-83324148
联系人:陈儒勇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公证处
2021年4月8日

股东会会议纪要及决议书
会议时间：2020年5月9日上午10时
会议地点：太原市杏花岭马道坡
35号长华湾会议室
主持人：郭晨夫(海南华旗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参会股东或代表：郭晨夫（持股
51%）、郭晋（持股10%）
缺席一人：王保根（持股39%）
会议议题：关于罢免儋州尚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保根
的事宜。经参会股东表决，一致同
意（占公司注册资本61%股权）罢
免法人代表王保根的职务，即日生
效。
股东：海南华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郭晋

2020年5月9日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拍 卖

减资注销 法院公告

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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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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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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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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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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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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购海南土地、房产
联系人：刘先生18523293670

求 购

职业培训 成人教育
知名高校扎根海南办教育20年，
招建筑业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
劳务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等
职业培训考证和土木工程、法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建筑学等专业
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学员。
电话：65377755 65383566

教育培训

供 求

100间酒店客房整体租售
文昌观澜湾海景酒店100间客房
整体租售。电话：18708917721陈

海南省环岛管网南山站迁建工程
（南山终端至南山站输气管道）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征求附近居
民和单位对项目在环境保护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详细信息见
网 站 ：http://www.zghbgjw.
com/index.aspx?menuid=
5&type=articleinfo&lanmuid=
10&infoid=191&language=cn
建设单位：海南海控长输天然气管
网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工
联系电话：18089789996
邮箱：27264437@qq.com
公示起止时间：2021年4月2日-
2021年4月16日

久悬户公告
海南食乐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华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临高
分公司、临高县渔业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海南厚水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大地鸿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述企业在我行开立账户连续1
年未发生收付活动。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请以上企业30日内到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临高县支行确认
是否继续使用账户，逾期未确认且
未提出合理理由的，我行根据人民
币账户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将以
上企业在我行开立账户列为久悬
账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高县支行
2021年4月8日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陈云飞因保管不善，将临国用（01）
字第 2617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遗
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声明人：陈云飞
2021年4月8日

公示
我处已受理郑忠平等人申请办理
登记为郑秋荣的位于陵水黎族自
治县新村镇革命路002号的土地
使用权和地上附着物的继承权公

房屋出租、土地合作
1、临 街 秀 英 大 道 ，建 筑 面 积
659m2，可用于办公、宾馆、培训。
2、临街秀英美俗路，整栋11层，面
积4100m2，可用于酒店。3、临街府
城中山南路，商业用地（出让），面
积3486m2，寻找合作开发。
王先生13907698581

招 租

广告·热线：66810888

●欧先联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乐山村委会乐山村7队的海南省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万城
镇乡字第(2019)2219号，声明作废。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2
号世贸雅苑L栋4G房胥桂喜不慎
遗失《游艇适航证书》，船名：水果
岛，证书编号为：2019HN000140，
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临高县机械厂不慎遗失
不动产权证书，证书号：临房字第
001937号，现声明作废。
●范纪章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证书，证书编号：465497；二级
建 造 师 注 册 证 书 ，编 号 为 ：
02348621，特此声明。
●海南盘中餐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SC12446900300181，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凯莉手机通讯店不慎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8717101 （ 账 号 ：
21487001040011926、开户行：中
国农业银行澄迈县支行营业部）；
公章、法人章（王发团）各一枚，声
明作废。
●澄迈金江凯丽手机通讯店不慎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610025082801，（ 账 号 ：
265024780139、开户行：中国银行
澄迈文明路支行）；公章、法人章
（王发团）各一枚，声明作废。●海南地天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黄姗不慎遗失海口浩悦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编号：
3913041，声明作废。●卓恩清不慎遗失保险销售从业
执 业 证 ， 证 号 ：
02000146000080002015005646
，声明作废。
●星税云（海南）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星税云（海南）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
废。
●星税云（海南）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法定代表人私章，声明
作废。
●星税云（海南）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发票专用章，声明作
废。●星税云（海南）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合同专用章，声明作
废。

公告
海南强盛船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0696675081）

将于2021年4月28日上午9:00，

在海口市海秀中路金牛新村七栋

一单元301号房召开股东会。会

议内容: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金、

经营范围、公司名称、股权；请各位

股东按时参加，逾期未参加者视为

自动放弃主张股东权利且责任自

负。 2021年4月8日

日前，美国凭借道听途说、无中生
有的材料拼凑而成所谓“2020年度国
别人权报告”，一如既往地对别国人权
状况大肆抹黑、指手画脚。而事实上，
美国自身的人权问题堆积如山，过去
4年，美国政府人权纪录劣迹斑斑。

美国因自身制度失灵积重难返，最
终造成国会山暴乱；美国种族歧视痼疾
从未根除，一再酿成少数族裔家破人亡
的惨剧；美国因自身防疫不力，经历了
远比世界任何国家都要严重的新冠疫
情……美国践踏人权的一个个触目惊
心的真相，彻底戳穿了美国长期自我标
榜为“人权卫士”的无耻谎言。

——民主失序造撕裂
民主制度失序引发政治乱象，进

而撕裂美国社会。美国的金钱政治扭
曲了民意，把选举搞成了富人阶层的

“独角戏”。金钱深深植根于美国选举
的各个环节。没有足够的金钱，根本
无法参加竞逐任何重要政治职位。

纽约大学布伦南司法研究中心指
出，巨额资金主宰着美国当前的政治
竞选活动，其程度是几十年来所未见
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允许亿万
富翁向竞选活动投入无限量资金，淹
没了普通美国人的声音。“黑钱组织”
会掩盖捐赠者身份，防止选民知道是
谁试图影响他们投票。

《华尔街日报》网站去年11月9
日评论说，在2020年的选举中，美国
人对本国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
年来最低点。政治极化日益严重，仇
恨政治演变为全国性“瘟疫”，选后暴
乱导致国会沦陷。

近年来，美国枪支交易和枪击事件
连创历史新高，人们对社会秩序失去信
心。美国两党基于党派利益难以就枪
支管控达成共识，长期持续的枪支泛滥
是政治分裂和党派斗争使然，而代价则
是每年数万美国人沦为枪下之魂。

——种族痼疾常发作
美国少数族裔遭受系统性种族歧

视，处境艰难。轰动全球的美国白人
警察“跪杀”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一案
3月29日开庭公审。《波士顿环球报》
感叹道：“（涉嫌杀害弗洛伊德的白人
警察）肖万不会是法庭上唯一的被告，
被送上审判席的还有整个美国。”

弗洛伊德那句“我无法呼吸”的呻
吟，是不止一个死于警察暴力执法的
非洲裔美国人的临终哀嚎，也是更多
遭受同样厄运的少数族裔共同心声。

美国联邦统计数据显示，非洲裔
青年男性被警察射杀的风险比白人青
年男性高21倍，15岁至19岁的非洲
裔男性被射杀率高达百万分之31.17，
而同年龄段的白人男性被射杀率仅为
百万分之1.47。据“警察暴力地图”网
站统计，2013年美国至少有301名非
洲裔遭警察枪杀，2014年为320人，
2015年为351人，2016年为309人，
2017年为282人，2018年为260人，
2019年为278人，2020年为233人。

暴力执法的美国警察通常会受到法
律的公正制裁吗？答案是否定的。审理
警察暴力执法案件的陪审团普遍对执法
人员存在“天然的信任”。印第安纳大学
法学院教授珍尼娜·贝尔说，数据表明陪
审团成员更倾向于相信警察和警察的证
词，而非目击证人的证词。

非洲裔并非美国种族主义问题的唯
一受害者，拉丁裔和亚裔等少数族裔也
长期遭受种族歧视。特别是新冠疫情暴
发以来，一些美国政客为推卸防疫不力
的责任而大肆对亚裔进行污名化，导致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仇恨犯罪在全美

激增。近两个月来，“停止仇恨亚裔”已
成为继“黑人的命也是命”之后新一轮反
种族歧视运动的口号，相关游行示威活
动在全美各地此起彼伏。

——贫富差距再拉大
今日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加速扩

大，底层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去年以
来，疫情失控导致大规模失业潮，数千
万人失去医疗保险，六分之一美国人、
四分之一美国儿童面临饥饿威胁。弱
势群体成为政府消极应对疫情的最大
牺牲品。

专家认为，疫情加剧了美国底层
人民的生存危机，但美国社会财富分
配不均造成的中产阶层危机则早已存
在并持续恶化，正在引发社会和政治
动荡。美国保守派网站“美国伟大”编
辑克里斯·巴斯柯克说，财富分配不均
是由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实际工资增长
停滞以及其他结构性问题导致的，很
可能造成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局面。

——疫情失控酿悲剧
美国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的

5%，但截至目前，其新冠确诊病例数

却超过全球总数的25%，死亡病例数
占全球总数的近20%，超过55万美国
民众失去了宝贵生命。

时任特朗普政府白宫冠状病毒应
对工作组协调员德博拉·伯克斯在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播出的纪录片
中直言，联邦政府向公众传达矛盾信
息，这是美国应对疫情过程中犯下的

“头号错误”。
在这部纪录片中，特朗普政府白

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美
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
东尼·福奇说，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的呼吁解除疫情封锁等言论令人震
惊，对抗击疫情的工作来讲“是一个巨
大的打击”。

——横行霸道毁规则
悍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巴

黎协定》，以霸凌行径威胁国际机构、
野蛮推行单边制裁，残酷对待寻求庇
护者、疫情期间继续强制遣返移民，赦
免屠杀他国平民的战争罪犯……

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对国际社
会欠下的“人权账”不胜枚举。4年

来，美国执意奉行本国优先，推行孤立
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已然成为
危害全球安全与稳定的最大“麻烦制
造者”。

2018年6月19日，自诩“人权卫
士”的美国竟悍然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此前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公室刚刚批评美国在边境地
区将移民儿童与父母强制分离的做法。

2018年9月和2019年3月，美国
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时任国务卿
蓬佩奥分别发出威胁，称如果国际刑
事法院调查美国及其盟国人员涉嫌犯
下的战争罪行，美方将对“直接负责调
查”的人员采取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等
报复措施，甚至包括对国际刑事法院
进行经济制裁。美国法律人士詹姆
斯·戈德斯通评论说，这些高官的言论
表明，美国政府“只有在符合美国利益
时”，才把国际法当一回事。

2017年7月至2020年7月，美国
移民当局违反国际人权法及国际人道
主义，在南部边境地区强行将5400多
名儿童与身为难民或非法移民的父母
分开关押，造成骨肉分离惨剧，多名儿
童在拘押期间死亡。2019年，总共有
85万移民在美国南部边境地区遭到
逮捕，他们大多遭受粗暴对待，人权遭
到肆意践踏。2020年，美国关押移民
的拘留场所成为新冠病毒传播的“重
灾区”，美国政府还在疫情蔓延之际强
行遣返大批非法移民，加重了中美洲
国家的疫情风险。

近3个月，又有10余万非法移民
涌入美国。美国执法人员将5000多
名儿童与其父母分开，关押在拥挤的
简易房内，制造了多处“儿童集中
营”。美国政府拒绝承认眼前的移民
危机，甚至阻止记者前往报道“儿童集
中营”里的真实情况。美国政府侵犯
移民权利特别是移民儿童权利的政
策，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遭到强
烈批评和谴责。

在不久前结束的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会议期间，一些国家代表指出，疫情
当前，美国却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大
量囤积远超其人口需要的新冠疫苗并
拒绝向包括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提供
疫苗；美国历次武装干涉造成其他国
家大量平民伤亡；美国对多个国家实
施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
严重侵犯他国人权，甚至导致人道主
义危机。（新华社华盛顿4月8日电）

触目真相戳穿美国“人权卫士”谎言

2020年5月31日，抗议示威者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被警察逮捕。明尼苏达州非洲裔男
子乔治·弗洛伊德2020年5月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后窒息死亡，引发全美大规模抗议。 新华社发

鲁哈尼好评伊核问题维也纳会议

美国“放风”解除制裁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政治总司长

级会议6日开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讨论
美国和伊朗恢复履约议题。美国、伊朗代表没有
碰面，由欧盟代表以“穿梭外交”方式沟通意见。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7日说，维也纳会议开
启“新篇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同一天说，美方
准备为重返伊核协议采取必要步骤，包括解除一
些不涉及伊核协议的对伊制裁；美方同时强调不
会单方面作出让步。

伊朗给好评
鲁哈尼7日在一次内阁会议期间说，为挽救

伊核协议，维也纳会议开启了“新篇章”。
他说，“如果美国政府表现出真挚、诚恳……

我认为伊方将可以在短期内谈判。如果有必要，
将与（伊核协议其他各方一道）。”

2015年7月，美国与伊朗、英国、法国、俄罗斯、
中国和德国在维也纳达成伊核协议。根据协议，伊
朗承诺限制核计划，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

2018年 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
议，随后重启并追加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5
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
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欧盟“穿梭外交”
伊核问题维也纳会议期间，欧盟代表作为调

解人与各方磋商，以“穿梭外交”方式沟通美国和
伊朗方面的意见。

伊核协议其他签署方6日同意成立两个专家
工作组，分别负责伊核协议执行和对伊制裁解除
事宜，细化伊、美在这两方面可实施的具体内容。

多方认可6日的会谈具有建设性。路透社报
道，上述两个工作组9日将汇报工作。

伊朗和美国近来就重返伊核协议互开条件，
都要求对方先迈出第一步。美国要求伊朗重新履
行协议，伊朗要求美国取消制裁。维也纳会议开
始前，美国和伊朗都强调会议取得成果难度不小。

路透社6日报道，会谈可能持续数周。美国
和伊朗两方先前都说，不着急达成某种协议。

美国放口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7日证实，美方

代表在维也纳与伊核协议除伊朗外的有关各方磋商。
普赖斯说，美方为美伊双方共同恢复履行伊

核协议做好准备，“准备解除一些与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无关的制裁”，但美方不会单方面作出让
步。他拒绝具体说明美方会解除哪些制裁。

普赖斯先前说，美方寻求以解除有限制裁换
取伊朗永久、以可验证方式限制核项目。

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7日早些时候告诉媒
体记者，美伊双方在维也纳的间接会谈是“有建设
性的初步举措，我们还在这一进程的早期阶段。
我们预期磋商会艰难推进，将是漫长的过程，而我
们现在只是起步阶段”。

她说，美国政府现阶段没有为与伊朗直接对
话设置时间表。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