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家庭充当人肉炸弹，造成2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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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市梦旅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业务专
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烛光润滑油经销

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粤
（地/国）税字440902640909002
00000号，及公章财务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莲民合小食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404056001163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横琴潮发小食店（纳税人

识别号 92440400L68287856C）
遗失已填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 联 ）1 份 ，发 票 代 码 ：
4400173320，发 票 号 码 ：
67865498，已盖发票专用章，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杨晓丽遗失珠海市斗门区斗

门镇斗门大道南22号2栋302房
购房发票的首期款发票联，发票
代码：4400163320，发票号码：
43800727，金额 150000.00 元，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华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L

4KG5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铁建设珠海有限公司遗失
合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淇精密数控机械厂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4007829788
89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井岸醇基商行遗失广

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百
元版）25份，代码144001203133，
号码21514001-21514025，未填
开未盖发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斗门区莲洲镇德业建材经营

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40400MA4UJB4
E5H，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舜娜、郭伟心遗失珠海市
斗门区藤达一路8号濠园雅居2
栋802房购房发票和办证联，发
票代码：4400153350，发票号码：
17664697，金额1336954.00元，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永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4000778856
95Y，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中宝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建筑设计要点（编号：1、92拨字
184号；2、95拨字035号），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口袋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400MA4WGFY
H7H，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汉成遗失粤珠海浚1188

船 舶 检 验 证 书 簿 ，编 号 ：
201151610017和粤珠海浚1339
船 舶 检 验 证 书 簿 ，编 号 ：
2004516100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天章营销有限公司遗失

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
联 、发 票 联）1 份 ，代 码 ：
4400173130，号码：35423153，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退休职工陈世才遗失因公往来港
澳通行证（证号：K90327379），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华策集团有限公司在

2018年4月14日不慎遗失《企业
境外投资证书》，境外企业为香港

华策企业有限公司，证书编号为：
2007-001486，现声明作废。

孙涛遗失警官证，证号：公现
役字第0234155号，声明作废。

梁佩添遗失货运从业资格
证，号码440402197810190431，
声明作废。

范怡珊遗失渔业船员基础
证，编号：34404001300115，声
明作废。

申若雨遗失就业报到证，证
号：2016粤毕字第131779302049
号，声明作废。

谢田伙遗失客运从业资格证，
号码：440923197901246313，声
明作废。

权威发布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收费标准：标题90元，内容5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遗 失 声 明

个人证件遗失声明

朝鲜着手关闭核试验场
卫星图像显示，丰溪里核试验场里已经拆除多座建筑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美韩关系研究所“北纬 38
度”网站14日说，卫星图像显
示，朝鲜着手关闭丰溪里核试
验场，已经拆除多座建筑。

“北纬38度”网站当天发布
的一篇分析文章说，商业卫星5
月7日拍摄的图像显示，对比4
月20日卫星图像，核试验场北
侧、西侧和南侧坑道入口外，数
座关键的运行保障用建筑、包括

观测所，已经被夷为平地。
连接这几条坑道与相应弃土

堆的轨道已经部分拆除。一些运
输试验物资用的矿车似乎翻倒在
地或者拆解。另外，试验场周围
几座小屋和附属建筑同样拆除。

文章说：“这是首次有确切证
据显示，核试验场废除作业已经
在顺利进行中。”

卫星图像显示，指挥中心、行政
办公楼等主要建筑物以及那几条核
试验坑道的入口仍然保留。朝鲜举
行核试验场废弃仪式时，可能会爆
破拆除那些建筑，炸毁坑道，用水泥
封闭坑道入口。这些作业可能将在

国际媒体镜头前完成。
朝鲜外务省12日宣布，预

计本月23日至25日举行核试
验场废弃仪式，具体时间视天
气情况而定，届时允许国际记
者团现场采访。

“北纬38度”网站文章说，
朝方显然开始为废弃仪式做准
备，包括在西侧弃土堆那儿搭起
一个平台，以供摄像和摄影记者
拍摄西侧坑道入口封闭过程。

朝鲜准备邀请中国、俄罗
斯、美国、英国和韩国记者现场
采访废弃仪式。韩国统一部
15日说，朝方当天通知，将邀

请韩方4名通讯社记者和4名
电视台记者赴朝。

据朝方通知，8名韩国记
者将从朝鲜驻华大使馆获签
证，定于22日与其他外籍记者
从北京乘坐专机飞往朝鲜东部
城市元山，择日乘火车前往丰
溪里核试验场，采访和拍摄活
动结束后，26日或27日从元
山离境。

丰溪里核试验场在朝鲜称
北部核试验场，坐落于东北部
咸镜北道深山。朝鲜迄今6次
地下核试验都在那里完成。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 14 日将驻以色列大
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
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开馆
仪式上发表讲话，感谢美国总
统特朗普“遵守承诺”。

去年 12 月 6 日，特朗普宣
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
都，计划于2018年5月14日以
色列建国 70 周年之际将美驻

以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开馆仪式上，特朗普通过

视频发表致辞称，美国驻以使馆
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是一
件早就该做的事。他宣称，美国
仍“致力于促成（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之间的）持久和平协议”。

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率领
美方代表团出席开馆仪式，其

中包括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和
她丈夫库什纳，以及美财政部
长姆努钦。

上图：5月14日，在耶路撒
冷，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前
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
伊万卡（前左）出席美国驻以色
列使馆开馆仪式。

新华社/基尼图片社

美驻以使馆在耶路撒冷开馆

大批巴勒斯坦人14日在
加沙地带示威，抗议美国驻以
色列大使馆当天在耶路撒冷正
式开馆。

以色列军队向示威者开
枪。将近60名巴勒斯坦人丧
生，大约2700人受伤。这是
2014年加沙冲突以来巴勒斯
坦人伤亡最严重的一天。

流血

数以万计巴勒斯坦人14
日在加沙与以色列交界地区继
续“回归大游行”。示威者焚烧
轮胎、向隔离栏对面的以军士
兵投掷石块和燃烧瓶。以军向
示威者发射实弹和催泪瓦斯。

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
说，示威者向以军“投掷燃烧弹
和爆炸装置”，以军依据“标准

操作程序”应对。以军发言人
乔纳森·孔里库斯说，示威人群
没能冲破隔离栏，但导致“重大
损失”。

巴勒斯坦卫生部官员说，
58名示威者丧生，大约2700
名伤员中，1204人受枪伤，116
人伤势严重。

死者包括至少6名未成年
人、一名医护人员和一名残疾
人。法新社15日报道，一名8
个月大的女婴因吸入催泪瓦斯
死亡。

示威

以色列军方估计，大约4
万巴勒斯坦人参加 14 日示
威。加沙教师阿里告诉路透社
记者：“今天是一个大日子，我
们要跨越隔离墙，告诉以色列

和世界，我们不会永远接受被
占领。”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
德·阿巴斯说，这是以军一场

“屠杀”。
“回归大游行”旨在抗议以

方拒绝让巴勒斯坦难民返回被
占领土。自这一系列示威3月
30日开始以来，上百名巴勒斯
坦人丧生，以色列方面迄今没
有人员伤亡。

诱因

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
哈亚说，14日示威“与美国向
耶路撒冷搬迁使馆的恶劣犯罪
行径”同步，旨在回应“美国新
的侵犯”。

距离示威现场大约80公
里，迁至耶路撒冷的美国大使馆
举行开馆仪式。（新华社专特稿）

“灾难日”前 加沙近60人丧生

新华社巴格达5月 14日
电 伊拉克独立高等选举委员
会14日公布了6个省份的国
民议会选举结果。截至当
日，伊全国18个省中，已公布
了16个省的初步投票结果，
由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领
导的“行走者联盟”共计在 6
省得票最多，暂时领先其他
联盟。

当天公布的6省初步投票
结果显示，“行走者联盟”在纳
杰夫省和米桑省得票第一；由
阿米里领导的“巴德尔组织”联
合其他17个政治实体组成的

“法塔赫联盟”在纳杰夫省、米
桑省和萨拉赫丁省得票位居次
席；现任总理阿巴迪领导的“胜
利联盟”仅在逊尼派为主的尼
尼微省得票最多。

伊拉克举行国民议会选举

萨德尔暂时领先

两天之内，印度尼西亚第二
大城市泗水市连续发生多起爆炸
袭击。这些袭击由包括未成年人
在内的三个家庭发动，造成至少
2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调查结
果显示，袭击者受到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极端思想影响。

爆炸袭击从 13 日上午开
始。一对夫妻和4个子女对印尼
东爪哇省首府泗水市3座教堂实
施了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12名
民众死亡、40人受伤，袭击者全
家殒命，最小的女儿年仅9岁。

13日晚，一名疑似恐怖分子
在泗水南部诗都阿佐县其所住的
公寓内，处理炸弹时发生爆炸，将
其妻子和17岁女儿炸死，多人受
伤。这名嫌疑人随后被警方击毙。

14日上午，一家5口分乘两
辆摩托车在泗水市警察局入口处

引爆炸弹，4名家庭成员死亡，并
造成6名警察和4名平民受伤。
这家人大约8岁的女儿“被爆炸抛
出”后幸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印尼警方说，调查结果显示，
这三个家庭都隶属于本土极端组
织“神权游击队”。该组织宣誓效
忠“伊斯兰国”，已被美国认定为
恐怖组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
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这些恐怖袭
击事件，并对利用儿童参与恐怖
袭击表示震惊。

印尼国会方面15日表示，将
加速对反恐法的修订工作，在6月
完成相关辩论。新反恐法将有助
于警方为防范袭击“先发制人”。

上图：5月15日，在印度尼西
亚泗水市，警察在袭击者的住所
调查。 新华社发

新西兰“80后”女总理杰辛
达·阿德恩下月将“升级”为母亲，
她准备休6个星期产假。她14
日公开更多产假安排，说自己会
尽可能坚持到预产期，然后由副
总理温斯顿·彼得斯代理职务。

阿德恩现年37岁，预产期为
6月17日。她14日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她会坚持工作，尽可能履
职至预产期临近。副总理温斯
顿·彼得斯代理职务后，将负责政
府日常运作，在重大问题上会与
她磋商。

“我仍会接收内阁文件，所以
我认为（彼得斯和我）会双向对
话，”阿德恩说，“我可能时不时给
代理总理打电话，他也可能不时
给我打个电话。”

在阿德恩看来，她休产假时的
政府运作会和她公务出访时差不
多，她与彼得斯的职权行使安排会
延续，只是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可以这样说，副总理行使总
理职权，在适当的时候与我磋

商。”她说。
被问及在任期内休产假作何

感受时，阿德恩回答：“等生完孩
子再问我。”

按阿德恩计划，等她休完产假
回归职场，她的伴侣、钓鱼节目主
持人克拉克·盖福德将在家中当起

“全职奶爸”。两人目前未婚。
阿 德 恩 出 生 于 1980 年 ，

2008年成为新西兰议会议员，去
年1月当选工党副领袖。7个月
后，因工党时任领袖请辞，她被推
选为新党首。阿德恩和工党虽然
没能赢得去年9月的议会选举，
但凭借组阁谈判成功上台，阿德
恩成为新西兰历史上第三位女总
理，也将成为新西兰首名任内生
育孩子的女总理。

新西兰民意调查显示，对于
总理要生孩子这件事，新西兰大
多数民众并不担心。他们认为阿
德恩能兼顾事业家庭，既能当好
母亲，也能当好总理。

（新华社专特稿）

总理要生孩子啦
新西兰副总理将代理总理职务

新华社华沙5月 14日电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与到访的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14日在华
沙表示，两国对于欧盟难民配
额制度的观点明确，认为这一
政策有损国家主权。

欧尔班当天在与莫拉维茨
基会晤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说，在移民政策问题上，国家主
权至关重要。他说：“能够决定
什么人可以留在这个国家，是
国家主权的根本。”

莫拉维茨基说，欧盟的难
民配额制度有损最基本国家主
权，波兰有权决定本国接纳的
移民数量。他说：“我们要自己
决定谁能来波兰。”

莫拉维茨基说，除移民政
策外，双边关系、欧盟预算以及
共同农业政策等议题也是两人
当天会谈重点。他说，波兰和
匈牙利关系友好，双边合作进
展顺利。

2015年9月，欧盟成员国
内政部长举行紧急会议，投票通
过转移安置在意大利、希腊等国
境内的12万外来难民的方案。
此方案引起不少欧盟国家不满，
匈牙利等国公开表示反对欧盟
按照配额强制分摊难民。

波兰和匈牙利认为:

难民配额制
损害主权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日
本共同社14日发布一项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
子、自由民主党第一副干事长小泉
进次郎超过首相安倍晋三，成为下
任自民党总裁的最热门人选。

自民党定于今年9月选举新
任总裁。共同社12日和13日在
日本全国举行电话民调，在提问

“谁最适合担任下任自民党总裁”

时，选择小泉进次郎的受访者占
比达26.6%，超过自民党前干事
长石破茂和安倍晋三。

这是共同社今年2月设立这
一问题以来，小泉进次郎在民调
中首次排名第一。

不过，仅从自民党支持者来
看，安倍仍占优势。自民党支持
者中，支持安倍担任下任总裁的
比例达45.8%，排名首位。

小泉之子成自民党新总裁热门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