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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国际

国际时评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梅溪简意成衣店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粤地
税字420202341127122，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远鹏教育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850007898801，编号：
5810030603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大横琴置业有限公司遗

失广东飞企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联、抵扣联）1份，发票代码

4400173130，号码35715756，已
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大承美装饰设计部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中胜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圆恒通速递有限公司南

屏分公司遗失珠海安生医药有限
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联、发票联）一份，发票代
码：4400162160,发票号码：0081
5321，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马头琴奶茶坊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粤地税
字 360281198106286826 号，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盈宝贸易有限公司（纳
税人识别号：914404007292190
74G）遗失已填广东增值税普通
发票联一份，发票代码：4400151
320，发票号码：51924961，已盖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博超广告设计部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
850013166901，编号：5810-04
687138；机构信用代码证：G704
4040201316690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南屏倩之韵内衣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4086000379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南屏魁丽服装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4086000624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大盈禄信息咨询服
务部遗失公章和财务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邓先许遗失广东省医疗收费

票据（系列号：170522630025；业
务流水号：20060990；系列号：
170526800012）及结算清单，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启典美容坊（普通合

伙）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850004741502，编 号 ：
5810030613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粤林绿化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4007321682
39T，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东方亚克焊接器材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4000000249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和顺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40400000203283，遗失公
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福建沙县福发特

色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40405600047367，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广济福健药店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40402600178055，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因不慎遗失坐落于珠海市香

洲区迎宾北路1033号23栋501
房，抵押人为刘明、抵押权人为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
行的不动产登记证明（证号为
2016 珠 海 市 不 动 产 证 明 第
0091716号）。特此声明。

抵押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2018年6月7日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上冲玉轩居商行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粤地税字
530129198502220723 号，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可利电气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400192590868W，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井岸镇南美饮食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403600353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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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2日上午在新加坡握手，
开始会晤。

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与美国在任总统首次会晤，双方会晤后签署“联合声明”。
声明写道，特朗普和金正恩约定以下四点：美国和朝鲜承诺建设新关系；创建

朝鲜半岛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朝鲜重申《板门店宣言》，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
化；美朝搜寻战俘和作战失踪人员遗骸，朝方送还已确认的遗骸。

朝美领导人首次会晤在新加坡举行

相逢一笑，恩仇能泯？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2
日上午在新加坡握手，开始会
晤。

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与美
国在任总统首次会晤。

两人握手·露出笑容

当天上午8时过后，特朗
普乘车离开下榻的香格里拉酒
店，十多分钟后抵达会晤地点
圣淘沙岛嘉佩乐酒店。大约8
时30分，金正恩一行从瑞吉酒
店抵达。

8时53分，金正恩抵达会
晤场所，身穿黑色套装。特朗
普稍后出现，穿深色西装、白衬
衫，系标志性红领带。

按照美国白宫发布的日
程，两名领导人原定 9 时见

面。见面地点位于两座小楼之
间，铺着红地毯。

9时04分左右，金正恩和
特朗普相向而行，几乎同时踏
上红地毯，向对方伸出手，在朝
美两国国旗前握手、合影，简单
互致问候。

韩联社报道，两人握手大
约10秒钟。

从握手到寒暄，特朗普和
金正恩各自拍了拍对方的胳
膊，一起沿走廊走向会晤场所。

进入会场前，两人并列而
坐，再次握手，露出笑容。

“不错”·“不容易”

依照美方发布的日程，从
9时15分开始，特朗普和金正
恩举行一对一会谈，只有翻译
在场。

会谈开始前，特朗普和金
正恩分别简短讲话。

特朗普说，他感觉“真不
错”，“我们将作了不起的讨论，

建立非常棒的关系”。他认为
会晤将取得“巨大成功”。

金正恩表示“来这里不容
易”。他说：“拖后腿的过往和
错误做法有时蒙蔽我们的视
听，但我们克服一切，来到了这
里。”

金正恩和特朗普单独会谈
持续40多分钟。大约9时55
分，双方举行扩大会谈。

美方参加扩大会谈的包括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白宫办公
厅主任约翰·凯利、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

陪同金正恩参加扩大会谈
的朝方高级官员为朝鲜劳动党
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
线部长金英哲、副委员长兼国
际部长李洙墉、外务相李勇浩。

蓬佩奥说：“我们希望这次
峰会能够为今后成功对话设定
条件。”美联社解读，这番话显
示美方调低对12日会晤的预
期。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12日在新加
坡圣淘沙岛的嘉佩乐酒店会
面，几个小时后签署一份联合
声明，继而结束这场会晤。

见面5小时

12日一早，特朗普与金正
恩碰面、握手、合影，而后举行只
有翻译在场的一对一会谈。一
对一会谈持续大约40分钟，美
朝双方官员后续举行扩大会谈，
将近1个小时后共进工作午餐。

特朗普和金正恩饭后漫步
闲谈。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他
和金正恩会签署一份文件，但没
有具体说明或解释文件内容。

不久，特朗普和金正恩进
入为签字准备的房间。特朗普
与金正恩握手，两人分别签署
文件。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
是一份“非常重要、非常全面的
文件”。特朗普称，美国与朝鲜
以及整个朝鲜半岛的关系将发
生重大改变。

特朗普说，他期待将来“多
次”与金正恩会晤。被问及是
否会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特
朗普回答：“绝对会。”

金正恩称这次会晤为“历史
性会晤”，双方决定“抛开过去”。

与“抛开过去”相关，特朗
普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证，
金正恩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完
全无核化。

签署“联合声明”

见面、会谈、签字，各个环节
开始阶段都向媒体记者开放。
多家媒体报道，签字结束后的展
示阶段，摄影记者摄取特朗普和
金正恩所签文件的内容。

文件两页纸，篇幅不足两
页，以“联合声明”为标题。

声明写道，特朗普和金正
恩约定以下四点：美国和朝鲜
承诺建设新关系；创建朝鲜半
岛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朝鲜
重申《板门店宣言》，致力于朝
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美朝搜寻
战俘和作战失踪人员遗骸，朝
方送还已确认的遗骸。

（新华社专特稿）

美朝承诺:

建设双方新关系
致力完全无核化

韩国国防部12日说，朝鲜
方面当天上午向韩国方面通报
参加14日韩朝将军级军事会
谈的代表团名单。至此，双方
参会人员均已确定。这将是时
隔10年6个月双方重新启动
将军级军事会谈。

韩国国防部说，朝方12日
上午9时20分左右经由板门
店联络渠道向韩方通报代表团
名单。朝方代表团5人，由陆
军中将安益山率领。韩联社报
道，安益山2004年作为朝方代
表出席第一和第二次朝韩将军
级会谈。 （新华社专特稿）

朝韩将重启
将军级军事会谈历经迂回曲折后，朝鲜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与美国
总统特朗普 12 日在新加坡终
于实现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声
明。朝美双方迈出了通过对话
缓解对抗和解决朝核问题的重
要一步。

这是朝美两国历史上首
次领导人会晤。在半个多世
纪的紧张对立后，朝美领导人
能够面对面坐在一起，进行平
等对话，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
义。

根据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
明，两国领导人就朝美关系和
在半岛建立和平机制等问题

“全面、深入、坦诚地”交换了意

见。双方同意，共同致力于在朝
鲜半岛建立持久、稳定的和平机
制，美方承诺向朝方提供“安全保
障”，朝方承诺向着半岛完全无核
化方向努力。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朝美领
导人举行会晤本身就是巨大进
展，双方取得积极成果更是难能
可贵。当然，一次会谈显然无法
弥合双方全部的分歧。国际社会
期待，朝美能以此次领导人会晤
为契机，继续相向而行，不断落实
联合声明的承诺，向着实现半岛
无核化、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方
向迈开实质性步伐。

朝核问题不仅关乎朝美双
方，更攸关东北亚和平与稳定。

在朝美领导人会晤前，中朝、
朝韩和韩美领导人分别举行
会晤，努力推动半岛局势走向
缓和，走上对话协商的道路。

朝核问题的根源是朝美
矛盾，关键障碍是朝美间严重
缺乏信任。期待两国领导人
能够延续对话氛围，推动半岛
局势不断缓和，使政治解决半
岛问题成为可持续、不可逆的
进程，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
与和平稳定。

朝鲜半岛和平正面临难
得的历史机遇。各方都应凝
聚智慧，相向而行，让半岛和
平之窗越开越大。
新华社新加坡6月12日电

让半岛和平之窗越开越大

6月1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新华社发

这是2018年4月5日在德国
柏林拍摄的戴姆勒公司董事会主
席迪特尔·策彻。

德国联邦交通部6月11日发
表声明说，因安装尾气检测作弊
软件，德国政府要求德国戴姆勒

股份公司在全德召回23.8万辆柴
油车。根据该声明，此次召回车
辆主要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商 务 车 以 及 梅 赛 德 斯 - 奔 驰
GLC 220d、C220d车型。

新华社/法新

仿佛重锤砸在脑袋上
德政府要求戴姆勒在德召回逾23万辆柴油车

相关报道

英国议会下院定于12日至
13日审议和表决议会上院提出
的《退出欧洲联盟法案》系列修正
案，“脱欧”进程迎来关键一周。

最重要的一项修正案是让英
国议会掌控“脱欧”最终阶段进程，
部分保守党籍议员有意投赞成
票。首相特雷莎·梅正利用最后机
会游说、拉拢这批议员，避免给英
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再添障碍。

议会要夺权

英国议会下院12日就《退出
欧盟法案》修正案展开辩论。一
项修正案要求，正式“脱欧”前，英
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任何协议须
提交下院“重要表决”，即交由下
院批准。路透社解读，这类表决
将赋予下院更多设定政府今后施
政“方向”的权力。

英国2016年 6月经由公民
投票决定“脱欧”，定于明年3月底
正式退出欧盟。议会下院今年1
月三读通过《退出欧盟法案》，交
付上院表决。法案旨在为英国从
现在遵照的欧盟法律体系转换到

“脱欧”后本国法律体系作准备。
上院对法案提出15项重要

改动，作为修正案退回下院重新
审议。两院须就法案细则达成一
致，之后才能交由英国女王批准
成为法律。

路透社报道，特雷莎·梅领导
的保守党政府针对“重要表决”修
正案提出自己版本的修正案：一
旦“脱欧”协议遭议会否决，内阁
大臣将在28天内就推动“脱欧”
进程提出方案。

议会下院12日还将审议一

条关联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
兰边界的修正案。上院要求，任
何关于边界的变化须同时获英国
和爱尔兰两国政府认可。特雷
莎·梅政府对此提出修正案，指明
所谓边界变化仅限于实体设施，
如设立检查站。

除上述两项修正案外，议会
下院12日将审议另外5项修正
案，涉及取消2019年 3月 29日

“脱欧”的法定期限等。英国政府
反对全部5项修正案。

府院拉锯战

另有7项修正案定于13日
接受审议。其中两项要求英国政
府与欧盟就关税同盟谈判并留在
单一市场，英国政府明确反对。
作为首相府的唐宁街10号与议
会两院只就一项修正案达成共
识，即英国在“脱欧”后继续留在
欧盟多家机构。

这项修正案将与其他关联关
税同盟的贸易法案修正案一道，
留待7月交由议会下院表决。

特雷莎·梅11日与部分保守
党议员会晤，呼吁他们支持政府
的“脱欧”计划。“如果上院的修正
案获准通过，（英国的“脱欧”）谈
判立场会遭破坏，”她说，“我能达
成协议，既让我们达成自己的贸
易协议，又能与欧盟保持尽可能
无摩擦的边界。”

路透社报道，特雷莎·梅的发
言获得欢呼和掌声。一些参与游
说的保守党高层人士说，如果保守
党议员造反、在表决中反对政府的
立场，可能让反对党工党得势。

（新华社专特稿）

德国检方正调查大众集团旗
下奥迪公司首席执行官鲁珀特·
斯塔德勒以及奥迪另一名高级管
理人员。

慕尼黑检方11日在声明中
说，关乎“装有受操控（尾气）排放
软件的柴油车在欧洲市场销售”，
斯塔德勒和另一名没有公开姓名
的高管涉嫌欺诈和伪造文件。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调
查人员搜查了斯塔德勒和另一名
高管的住所，以获取证据。

斯塔德勒 11 日未回应此
事。奥迪一名发言人说，公司正
配合检方调查。

斯塔德勒与波尔舍家族关系
密切。波尔舍家族是大众集团大
股东。 （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检方调查奥迪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