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发生撞击事故一个多月后，美方突然发表简短声明，宣布解除该核潜艇艇长等3人的职务。对于国际社会
最关注的是否发生了核泄漏等重要问题，美方则始终没有作出详尽说明。近日，记者专访了军事专家张军社，并就相关问题加以解析。

分析人士指出，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破坏了
伊拉克原有的政治生态。长年战乱加之外部势力长
期干预，使伊拉克政治宗教及民兵武装矛盾难以调
和。10月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后，伊政治安全局势高
度紧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趁乱在伊北部不断
制造袭击，伊拉克选后安全和政治局势不容乐观。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
尼7日表示，对卡迪米住所的袭击是新的“煽动叛
乱”，必须追溯到外国智库，这些智库通过建立和
支持恐怖组织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不安全、不和
睦和不稳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兰杰·阿拉丁表示，
此次袭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越界，证明选后伊拉
克紧张局势已显著升级。

（据新华社巴格达11月8日电记者张淼）

伊拉克10月10日举行了新一届国民议会选
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
领导的“萨德尔运动”获得73个席位，位居首位。
与什叶派民兵武装关系紧密的“法塔赫联盟”较上
次选举失去大量席位，该组织认为选举存在舞弊，
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连日来，对选举结果不满的民众在“绿区”外
安营扎寨，抗议选举结果。5日，大量示威抗议者
冲击“绿区”并与安全部队人员发生冲突，造成人
员伤亡。事件发生后，卡迪米下令要求调查事件
起因。但一些什叶派民兵组织认为政府需为此负
责。什叶派民兵组织“正义联盟”领导人6日称，
卡迪米应对“烈士的鲜血承担责任”，示威者仅是
反对选举舞弊，而政府的武力回应意味着卡迪米
是造成选举舞弊的第一责任人。

国际观察
7日，伊拉克总理斯塔法·

卡迪米位于“绿区”内的住所遭
无人机袭击，所幸卡迪米躲过
袭击未受到伤害。

分析人士指出，上月举行
的伊拉克国民议会选举正式结
果迟迟未能公布，围绕选举结
果的示威活动近期不断发生。
伊拉克局势长期受到美国等外
部势力干预，此次袭击事件表
明伊拉克选后政局动荡加剧，
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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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儋州万润渔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和法人（朱人满）私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王应汗不慎遗失琼儋渔81195
的国内海洋渔业船舶安全证书一
本，证书编号：4690030201099，现
特此声明。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南院门诊部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特此声明。
●苏晓艳不慎遗失避暑山庄二期
E1栋 901 房票据贰张，号码为：
0002791、0002780，声明作废。
●东方市广坝农场川江饭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70008677，声明作废。

●吴坤智［身份证号码：E715590
（9）］不慎将海南台达旅业开发有
限公司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证号
为J080011的会员证、会员转让过
户申请书遗失，声明作废。
●三亚昱轩鹏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8年6月5日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王升鹏（460036196405061215）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证 号 ：
469030101207070013J，现声明
作废。
●王刚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证正本，经营许可证号：
469023100409，特此声明作废。
●定安县新竹镇卜效西一村民小
组不慎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号
为：J6410045371001，声明作废。
●定安县新竹镇卜效西一村民小
组法人代表吴圣居私章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关朝得身份证4600331991100
84561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号
为：201246000231，现声明作废。
●王建霞遗失三亚明珠广场三楼
法丝柯专柜押金1.2万元收据，合
同保证金收据编码：0011933，装
修押金收据编码：0017868，特此
声明作废。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海南分院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注册号：29365494-7，现声明
作废。
●海南爱心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
办 学 许 可 证（副 本），证 号
146010770001451，声明作废。
●郭强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镇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碧海帆影A09
二区2C洋房CA8幢1001号房房
权证，证号：陵房权证陵水字第
20165619号，声明作废。
●海南甲森工程勘察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地址变更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临高支公司原地址海南省临高县

临城镇解放路10号变更为海南省

临高县临城镇解放路155号，机构

编码 000002469024，联系电话

28285733，特此公告。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地址变更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临高支公司加来营销服务部原地

址海南省临高县加来镇新市路

162号变更为海南省临高县加来

镇 新 市 路 26 号 ，机 构 编 码

000002469024005，联 系 电 话

28285733，特此公告。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21年10月
30日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
镇八村村委会什败村路口桥头拾
到女婴并将抱养，当时放在一个纸
箱里，还有一些婴儿用品。已有22
天，现登报寻找该女婴生母，请于
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过
来认领。地址：海南省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民政局；电话：0898-
83668380。

注销公告
海南省现代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6931712238）拟向海南
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中
心办理相关事宜。

求购土地、整栋房产合作
求购海口城区约10亩可用于办公
的地块，或达1万平方米的房产合
作。也可共建独立使用的项目。
13907641035、68546183 李

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检察院委托，
我司现将公开拍卖：涉案罚没物品
一批（拍卖物品清单备索），竞买保
证金：1000元/件；1万元/整体。
1、拍卖时间：2021年 11月 17日
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海秀东路33
号瑞宏大厦A1座1302室。
3、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
之日起至2021年11月16日16:00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85809
18976211911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11110期）

受委托，定于2021年 12月 13日
10时至 2021年 12月 14日 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
平台（http：//zichan.jd.com）公开
拍卖：罚没的卢五雄涉恶犯罪团伙
涉案财产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椰海
大道359-1号伟业·椰海尚城6号
楼401房、手机3部。
展示时间：12月9-10日。
竞买人须登记注册京东账号并实
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
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电话：18689568397。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
厦主楼41层。

认婴公告
兹有一名男婴，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
在海南省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黎母山
镇阳江农场十七队

汤应菊自家门口被捡拾并抚养至
今。现请该男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持有效证
件前来认领，逾期将依法安置，特
此公告。联系电话：0898-86238258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1年11月2日

公告
海口龙华梵狐养生工作室：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姣与你工作室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1078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

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

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 66595571)，逾 期 视 为 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年

12月13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委

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和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1月9日

减资公告
临高洋通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28693157587Q）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9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30万元

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电话：13307666388 王业义

减资公告
琼海芃原种植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2MA5T3NLN3G)经股东

会决议，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

元减至200万元，请债权债务人自

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中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5MA5RJJUT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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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亿圆整减少至壹仟万圆整。请

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东方金楠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工商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5008902，声明作废。
●澄迈县永发镇东兴村民委员会
潭玛村民小组遗失农村商业银行
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0736503，声明作废。
●澄迈永发宝宝妇婴用品专卖店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声明作
废。
●海南美景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300MA5T3K6CXL)遗失公
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声明
作废。
●吴正雄遗失老城镇白莲社区居
民委员会倘村村民小组的农村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编 号 ：
469023101002070048J，流水号：
041432，声明作废。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科苑
信用社遗失重要凭证，凭证号：
621458648002805355X，声明作
废。
●海口秀英肖记饭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51118937，声明作废。
●海南椰浪饮料有限公司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正、副
本，证号：C460000201105811011
2233，声明作废。
●琼中长征冲打林王贤天商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36600052071，声明作废。
●海南艺桐企业服务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分别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6010000104961；财务专用章一
枚，编号：46010000104962；发票
专 用 章 一 枚 ， 编 号 ：
46010000104963；法人章一枚，
编号：46010000104964，声明作
废。
●王崇（身份证号：211202198707
111290）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注册编号：琼 246131800272，证
书编号：01859237，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求 购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地址变更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临高支公司新盈营销服务部原地
址海南省临高县新盈镇规划大街
87号写字楼第一层变更为海南省
临高县新盈镇规划大街93号写字
楼 第 一 层 ， 机 构 编 码
000002469024001，联 系 电 话
28285733，特此公告。

公告
中建城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于
2015年承建的座落于三亚市天涯
区(三亚市农业综合开发2014年
度第一批存量资金土地治理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第五标段)工程，
该项目于2021年9月办理了项目
结算，为保障该施工项目的相关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通知公告之
日起十五天内请债权人在法律保
护期限内将该项目的相关合同和
其它有效法律文件原件材料向本
公司申请债权，逾期未申请债权的
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熊新华18289288600。

中建城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0日

更正公告
就海口市江东新区JDQB-B03-
13～15地块7790.87平方米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
局于2021年11月9日在《海南日
报》刊登了网挂〔2021〕065挂牌出
让公告。
现将该公告第四点（四）“……竞买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
11月13日16时00分。”
更正为“……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为：2021年 12月13日16时
00分”，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10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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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06703
6855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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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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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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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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项目合作
万宁兴隆零售商业土地，合作开发
或转让部分股权。13158995996。

项目合作

土地转让
澄迈县永发镇30多亩临街商住用
地，交通便利，产权清晰，低价转
让。联系电话：18976733338

商铺转让
海口明珠广场3000平方米经营商
铺，成熟商圈,完善的业态配套,现低
价转让。联系电话：18876733633

转 让

专业管道清淤检测修复
化粪池污水池清理13518074688

管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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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记者：美方刻意模糊事故发生

地域，目的何在？

张军社：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

是，美方最初的声明将事故地点模
糊为所谓的“印太地区国际水域”，
但此前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站报

道，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告诉媒体，
发生事故时潜艇位于南海。而美军
11月1日公布的声明，再次将核潜
艇撞击事故发生的地点表述为“印
太地区国际水域”。美方刻意遮盖
事故具体位置，很可能是美国核潜

艇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执行了不光
彩的任务，同时也在逃避应负的责
任。澳大利亚媒体曾公开报道，美
国和澳大利亚潜艇曾经偷偷摸摸地
潜入亚洲一些国家的沿海甚至领
海，执行秘密侦察等任务。

长期以来，美方频繁派出大量军
舰战机在南海耀武扬威，兴风作浪，
蓄意加剧南海紧张局势，是此次事故
的根源。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
同努力下，南海形势总体趋稳向好。
美方应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

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尊重地区国家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努力，多
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
炫耀武力。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记者
张瑞杰 郭明芝）

美核潜艇撞击事故仍欠世界一个解释
——军事专家谈“康涅狄格”号核潜艇艇长等3人被解职

记者：美军方突然宣布解除核

潜艇艇长等3人的职务表明了什么？

张军社：美一方面声称没有

发生核泄漏，一方面却派出 WC-
135核物质侦察机到南海开展侦察
飞行，随后又宣布处理相关人员。而
关于这起撞击事故到底严重到什么
程度？核潜艇在碰撞后有没有发生
核泄漏？这种采集大气样本、检测放

射性物质的侦察机到底探测到了什
么？所有这一切都不得而知。美军
方这种只宣布事故处理结果，却不公
布事故详情的做法，只会更加引发国
际社会的担忧。

美国海军的声明称，“判断正确、
决策审慎，按照规定程序组织实施航
海计划、值更和风险管控，本可以防
止此次事件的发生。”这表明，美军认

为核潜艇发生水下撞击事故至少有
两个原因：一是潜艇指挥官判断失
误，决策草率，不按航行计划程序执
行。这很可能是因为“康涅狄格”号
核潜艇执行的任务隐藏着不可告人
的秘密。2013 年 12 月，美国海军

“考彭斯”号巡洋舰在南海非法闯入
已经公告的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
队训练区，还差点撞上一艘中国海军

舰艇。事发6个月后，美海军根据调
查结果解除了该巡洋舰舰长和指挥
军士长的职务，理由同样是美海军高
层对舰长和军士长“失去信心”。二
是潜艇官兵过度自信，麻痹大意，值
更人员疏于观察。而这类事故美国
军舰近年来已多次发生。

美国的种种举动让人越发怀疑，
核潜艇碰撞事故是否已经引发了核泄

漏，对南海海域造成严重威胁。世界
各国每年约有10万艘商船通过南海，
周边国家大量渔船常年在这片广袤的
海域上作业。如果美国核潜艇发生核
泄漏，将污染海洋环境，威胁渔民渔业
作业和海洋航行安全。希望美方认真
对待各方关切，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尽
快公布事故的真相，给国际社会、给地
区国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记者：为何说美国有意“隐匿”

细节，军事不透明？

张军社：撞击事故发生后，美

方一直语焉不详，掩盖核潜艇碰撞受
损真实情况，误导国际社会。当有记
者问及美国防部发言人关于“康涅狄

格”号撞击事件的相关问题时，他先
是支支吾吾表示不掌握细节，随后又

“踢皮球”建议记者向美国海军了解
情况。而美军最初声明声称核潜艇
仍然处于安全稳定的状态，仍在全面
运行，水下撞击程度“不严重”。但据

美国媒体报道，事实上此次核潜艇水
下撞击的受损程度很严重，需要花费
很长时间和巨资来修复，甚至可能让
该艇被迫提前退役。

美方采取“挤牙膏”式的披露方
式，极力拖延公布事故细节。在核

潜艇发生水下撞击事故5天后，美
军方才发表一份语焉不详的简短声
明，说核潜艇撞上了“不明物体”；事
故发生近一个月后，又说撞上了“不
知名的海底山”；近日第三次发表声
明，解除核潜艇艇长等 3 人的职

务。但前后3次声明对核潜艇的航
行意图、事故发生的具体地点、是否
在别国专属经济区甚至领海、究竟
有没有造成核泄漏以及破坏海洋环
境等外界严重关切和疑虑的问题，
始终没有作出明确说明。

总理官邸遇袭凸显伊拉克政局动荡加剧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7日发表声明说，当日

凌晨4时许，一架来历不明的无人机向卡迪米住所
投掷炸弹。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视频和图片看，
爆炸造成总理住所内的门窗和车辆遭到轻微损坏，
但建筑主体结构未受影响。据伊拉克媒体报道，数
名卡迪米的安保人员在袭击中受伤，伊安全部队还
在卡迪米住所屋顶发现了两枚未爆炸的炸弹。

袭击发生后，卡迪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我很好……我呼吁所有人保持冷静和自我克制。”
卡迪米当日还参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

目前仍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起袭
击事件。伊拉克媒体援引伊内政部及军方的消息
称，3架无人机参与袭击，其中两架被击落，第三
架击中总理住所。这3架无人机从巴格达东北约
12公里处发射。

总理住所遭袭 动荡持续多日 局势不容乐观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2.5亿

11月8日，一名儿童在美国恩格尔伍德一处
新冠疫苗接种点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8日发布的新冠
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8日，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2.5亿，达250015789
例，累计死亡5052148例。 新华社/美联

日本用一枚固体燃料火箭
成功发射9颗小卫星

11月9日上午，在日本鹿儿岛县的内之浦宇
宙空间观测所，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成功
发射一枚“埃普西隆”火箭，将9颗小型卫星送入
预定轨道。 新华社/法新

国际空间站4名宇航员
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

11月8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附近的墨西哥
湾，美国宇航员梅甘·麦克阿瑟在工作人员协助
下出舱。

8日晚，国际空间站4名宇航员搭乘美国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载人“龙”飞船安全抵达地球，
结束了为期199天的在轨任务期。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