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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加快淘汰高毒农药
美国就俄罗斯前特工“中毒”案对俄施加制裁

如果不服还有更粗“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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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市科汇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卓置建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68217683D，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旺玉源服饰批发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UKA
URXA；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中科阿思科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3
JMR65；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金源基础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304253189R，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键贸易（珠海保税区）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6份，发票代码：
4400172130，发票号码：05007184、05007210、
05412102、05412103、05412104、05412105，已盖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经济特区珠华企业有限公司物业投资管

理分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康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法人
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祥盛日用品店遗失营业执

照 （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400MA4UTYBB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迈贝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法人

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新一番印刷有限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海关编号为
44041627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万昇广告设计部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粤442000197610232331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孙广中遗失珠海市出租小汽车营运牌照
产权证，产权号16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家和置地投资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4400162160，
发票号码：00734170，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东源热镀锌（珠海）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850000180305，编号：5810-
051346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源金属结构（珠海）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850000181105，编号：5810-
051346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螺小厨特色餐饮店遗失广东省地

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发票号码：26391177-
26391212共36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银鸥便利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144040201190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亚联运输有限公司粤C2568挂车辆道
路运输证已遗失，证号粤交运管珠字000787425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中远建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3250590278，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公路工程公司遗失业务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 海 糠 源 基 础 地 质 勘 察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40007673298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 海 市 金 湾 区 依 爱 舍 服 装 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400MA4WG6F37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井岸云华皮具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400MA4W780P85，声明
作废。

张 志 雄 遗 失 渔 业 船 员 基 础 证 ，编 号
3440403130015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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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8日宣布对俄罗斯
施加新制裁，称俄方对俄前情报
人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
儿“使用化学武器”。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国
务院高级官员说，制裁措施包括
禁止向俄方出口关联美国国家安
全的敏感技术和产品。

认定“违法”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
尔特8日在声明中说，斯克里帕
尔父女在英国遭“诺维乔克”神经
毒剂袭击，美方6日认定，俄方

“违反国际法使用生化武器或针

对本国公民使用致命生化武器”。
声明说，国务院已经告知国

会制裁决定，制裁定于22日前后
生效。

声明没有提及具体制裁措
施。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国
务院高官披露，依据《化学和生物
武器控制与战争消除法》，制裁包
括禁止向俄方出口事关国家安
全、需加以管控并获联邦政府批
准的敏感技术和产品。作为“例
外”，太空飞行活动、政府间太空
合作、商业航空乘客安全等领域
将依照“具体项目具体分析”原则
对待。

《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与战
争消除法》1991年制定，其中规
定了对违反国际法使用生化武器
的国家施加制裁。

留有“后手”

斯克里帕尔和女儿尤利娅
今年3月初在英国南部城市索
尔兹伯里街头一张长椅上昏
迷，救治后脱险并出院。

英国警方认定两人中了苏
联研制的“诺维乔克”神经毒
剂，要求俄方承担责任并驱逐
俄外交官。美国等多个西方国
家及其盟国“站队”，跟风驱逐
俄外交官。俄方说英方“栽
赃”，以对等人数驱逐英美等国
外交官。

按那名国务院官员的说
法，受新制裁影响的出口贸易
规模可能“数以亿计美元”，“影
响多大取决于俄方”。

这名官员称，除非俄方作

出“可靠保证”，不再使用化学
武器并允许联合国或其他国
际组织观察员实地核查，否则
美方将在第一轮制裁生效90
天后施加第二轮“更严厉”制
裁。

“如果没有满足那些条
件……会施加第二轮制裁，”
路透社援引这名官员的话报
道，“它们将比第一轮更严厉。”

法新社报道，第二轮制裁
可以包括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向
俄方实体提供贷款、全面禁止
美国对俄出口。

美国财政部以俄方有“恶
意行为”为由，今年3月和4月
两次施加制裁，涉及多名俄政府
高官和经济界人士以及多家俄
罗斯实体。（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军队
与哈马斯8日爆发新一轮武装
冲突，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
亡、多人受伤。同一天，哈马
斯官员向媒体披露，双方就缓
解紧张局势的对话进入尾声。

以军说，一辆以色列工程
车首先受到来自加沙地带的
火力袭击，以方以坦克火力回
应；稍后，加沙地带武装派别
向以色列境内发射70枚火箭
弹，以方战机空袭加沙地带至
少12个哈马斯目标。

冲突从8日黄昏持续至9
日。以南部边境一带的居民社
区里，警报声几乎一直未停。
以色列媒体报道，南部城市斯
代罗特6名平民受伤，一座房
屋遭炮弹击中。以方医疗部门
说，两名士兵在火箭弹袭击中
受伤。

巴勒斯坦方面说，一名哈
马斯武装人员、一名孕妇及其
18个月大的孩子在以军空袭
中死亡，5人受伤。

今年3月30日开始，哈马

斯组织巴勒斯坦民众每周在加
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处举行反
以示威；示威者时常向以色列
境内施放纵火风筝，这些挂着
燃烧物的风筝飘往以色列境
内，在这个干燥季节引发大量
火灾。

以方的报复举措包括坦克
炮轰、空袭哈马斯目标、暂时切
断燃料供应。

上图：8月9日，以色列轰
炸造成的浓烟在加沙地带城镇
拉法一处升起。 新华社发

以色列境内遭哈马斯70枚火箭弹袭击

以军战机轰炸加沙至少12个目标

泰国“炫富”僧人威拉蓬·戍
蓬因欺诈、洗钱和计算机犯罪罪
名成立，9日由法庭判处114年
监禁。

威拉蓬在泰国东北部四色菊
府干他拉隆县出家，在当地信徒
众多。2013年 6月在互联网上
传播的一段视频显示，威拉蓬和
另外两名僧人搭乘私人飞机，戴
墨镜和耳机，手提奢侈品牌手袋。

威拉蓬因这段“炫富”视频惹
火烧身，随即被查出与未成年少
女发生关系、挪用善款、洗钱等多
宗罪行。他随后逃往美国，去年
7月由泰国警方引渡回国。

泰国司法部特别案件调查厅
一名官员告诉路透社，威拉蓬欺
骗信徒，声称自己有特异功能；以
购买多辆豪华车辆的方式洗钱。

泰国首都曼谷一家刑事法庭
9日判处威拉蓬114年监禁。只
是，依据泰国法律，他实际只需服
刑20年。“法庭裁定他多项罪名
成立，刑期累计114年，”调查厅
官员说，“这意味着他实际需要服
刑20年。”

另外，威拉蓬因与未成年少
女发生性关系，面临性侵害儿童
和绑架儿童罪名指控。法庭预计
今年10月就这两项指控作出裁
决。这两项罪名的最高刑罚为
20年监禁。 （新华社专特稿)

发“炫富”视频惹火烧身

泰国一僧人
获刑114年

新华社科威特城 8月 9 日
电 萨那消息：一辆载有儿童的大
客车9日在也门西北部萨达省达
哈延市一处市场遭沙特领导的多
国联军空袭，造成至少43人死
亡，另有64人受伤。

当地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
者，遇袭的大客车载有60多名儿
童，死者中大多是不到10岁的儿
童。

萨达省是也门胡塞武装重要
根据地。

也门一大客车遭
空袭过百人伤亡

新华社平壤 8 月 9 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9日发表评论
文章表示，发表终战宣言是实现
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第一步，也
是时代的要求，“现在朝美是时
候步入终战宣言这一阶段了”。

文章说，因上世纪50年代
的朝鲜战争，朝美关系成为最敌
对的关系。虽然因停战协定的
签订，战争的炮火停止了，但是

朝鲜和美国从技术上来说依然
处于战争状态。为此，朝美双方
仍延续着不信任与敌对关系。
新加坡朝美领导人会谈正是抱
着结束朝美敌对关系、维护朝鲜
半岛与世界和平稳定这一崇高
目的而举行的。现在是朝美步
入终战宣言这一阶段的时候了。

文章说，宣布终止战争，是
为实现朝鲜半岛乃至世界和平

稳定的第一步。如果通过发表
终战宣言，使朝美间的军事对
峙状态得以结束，将营造对构
建信任有利的氛围。

据外媒报道，此前在新加
坡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
间,朝鲜外务相李勇浩批评美
方维持对朝制裁、拒绝响应朝
方关于发表朝鲜战争终战宣言
的呼吁。

朝鲜媒体表示:

发表终战宣言是实现半岛和平稳定第一步

新华社呼和浩特 8月 9 日
电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总农
艺师季颖9日表示，将按照“循序
渐进、分步实施、多措并举”的原
则，力争5年内淘汰高毒农药，并
力推实现登记超过15年的老旧
农药周期性评价全覆盖。

季颖是在当日中国农药发展
与应用协会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
市举办的三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
作出上述表示的。

季颖说，从上世纪 80年代
以来，我国已经淘汰了六六六、

滴滴涕等 43 种高毒高风险农
药，目前农业上使用的在登记有
效状态的高毒农药有10种。农
业农村部对高毒农药将采取更
严厉的管控措施，目前涕灭威、
水胺硫磷、甲拌磷完成了可行性
论证，拟境内禁用，并启动甲基
异柳磷、灭线磷、氧乐果、磷化铝
淘汰方案。

与此同时，重点对已登记15
年以上的品种开展周期性评价。
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登记超过
15年的农药品种有478种。农
业农村部初步选定草甘膦、多菌
灵等10种农药开展再评价，并力
推其他登记超过15年的农药品
种实现周期性评价全覆盖。

新华社郑州8月9日电 抓
错了放，放了又被抓，又错了……

一条“郑州一男子被错抓两
次”的消息近日引发关注，涉事警
方随后在郑州市长兴路派出所官
方微博“平安惠济”向当事人“徐某
军”致歉并通报事件处理进展，但
网上质疑声音仍未因此彻底消除。

据当事人的儿子徐智勇（化
名）介绍：“6月12日下午，我父亲
去郑州市公安局交警部门办理驾
驶证换证手续，被民警当场控制，
当晚将我爸移交给花园口派出
所，这才知道我爸被当成了网上
在逃人员，后经受害人现场指认，
确定抓错了人,就把我爸放了，警
方说会尽快撤销错误信息。”

原以为事情已经查清楚，但
让徐智勇出乎意料的是，时隔近
两个月后，自己开车带父母和妹
妹到西安旅游，父亲再次被抓。

徐智勇说，8月5日下午4点
多，一家人入住西安市振兴路一
家酒店。5点左右，父亲被当地
民警以“网上在逃犯”为由带走，
并在派出所滞留一夜。

“尽管我跟民警解释此事，但
民警说辖区出现网络在逃犯，他
们也不敢马虎，即便相信我说的
话，也得办理相关手续才行。”徐
智勇说，“直到8月6日早上，郑
州警方两名民警带着一纸证明赶
来，证明我爸没有违法犯罪行为
后，我父亲才重获自由。”

事件发生后引发媒体关注，

8月7日下午“平安惠济”发文称：
“经警方内部调查，确属我局花园
口治安中队办案民警工作疏忽，
未及时消除错误追逃信息，给当
事人带来不良影响，对此，警方向
当事人徐某军深表歉意。目前，
撤网手续已审批完毕，我局正积
极联系相关部门尽快更新数据并
撤销网上错误追逃信息，同时启
动问责机制，依纪依规对相关责
任人做出处理。”

徐智勇表示，父亲第一次被误
抓能够理解，毕竟谁都有出错的时
候，但再次被抓实在憋屈。这件事
给家人的精神、名誉、心理等带来
了不良影响，也造成了一定经济损
失，目前已向警方提出赔偿。

据徐智勇介绍，8月 8日下
午，郑州市公安局督查部门就事
件经过向他做了详细询问并口头
道歉，承诺查清事件发生的原因，
将责任落实到人。

警方虽然道歉，但徐智勇仍
心存疑问，父亲第一次被抓前一
直在家居住，从未收到警方的传
唤、询问和调查，怎么突然就成了
网上在逃人员，为什么将近两个
月都没有撤销错误追逃信息？部
分网友也提出类似质疑。

记者9日上午就此事件前往
郑州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治安管
理服务大队花园口中队了解情
况，并电话联系郑州市公安局宣
传部门，截至发稿前记者仍未收
到回复。

实在憋屈！追逃信息有问题吗？

郑州一男子连续两次被警方错抓

新华社成都8月9日电 明
明只在网贷平台贷款7000元，最
后却产生了36万元债务，四川乐
山的在校学生毛某因无力偿还债
务频频收到“催收人”的恐吓电
话。今年5月21日，她无奈之下
向警方求助。

今年5月以来，乐山市公安
局先后接到两起在校学生“套路
贷”报案。民警侦查发现，案件线
索共同指向“52购物”“100分购
物”“365钱包”“任你花”等多个网
络平台。平台还涉及河南、浙江、
江西、湖北、广东、江苏和四川的
多起网络诈骗案，涉案金额巨大。

这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均
以虚假购物平台为幌子，诱骗在

校学生借贷，以不利于受害人的
合同虚增债务，当受害人无力支
付时，便介绍其他贷款公司给受
害人“以贷养贷”，同时还收取“违
约金”“保证金”“中介费”等费
用。贷款公司再采用转账平单等
手段，恶意垒高借款金额。

警方侦查发现，多个涉案网
贷平台实际上均由江西南昌赤之
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控制。一个
以汤某、汪某、邓某为首的犯罪团
伙组织架构逐渐清晰。

7月23日，乐山警方派出的
5个收网小组在江西、山西、浙
江、重庆、四川五省市统一行动，
抓获涉案人员147人，其中刑事
拘留125人。

网贷7000元 最后要还36万
四川乐山破获特大“套路贷”网络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