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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对德黑兰放狠话
英国外交大臣担心美伊在海湾地区“擦枪走火”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思嘉康养发馆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52F8PN9T，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横琴中葡海岸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纳税人识

别号91440400MA4UQXEJ8B）遗失已填广东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4400174320，发票号
码：86578541；遗失已填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
票 联）1 份 ，发 票 代 码 ：4400173160，发 票 号 码 ：
00251789，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西志汉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韦海群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4026001057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芶福义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永淳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抵扣联、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4400184130，发票
号码：21993527，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豪嘉利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抵扣联、发票联）5份，发票代码：4400191130，发票
号码：13151996-13152000，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中富广珠瓶胚有限公司遗失报关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栏港经济区城仔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404600084080；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
别号：4416221990020560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伟顺发五金机电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460025197503234218，声明作废。

李秋遗失《教师资格证书》，证书编号：9644036200
01062，声明作废。

谭可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964403620001226，声
明作废。

周耀平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020001440
40080002015040179，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遗 失 声 明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美国总统特朗普 13日警
告，伊朗如果袭击美方目标，将
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国务卿
迈克·蓬佩奥当天与欧洲盟友商
讨“不断升级”的伊朗威胁。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担心，美国与伊朗在海湾地区有
“擦枪走火”的可能。

特朗普放狠话

特朗普13日在白宫对媒体记
者说：“我们将看看伊朗会做什么。
如果他们（针对美国）有任何举动，
那将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将
遭受严重损失。”

美伊之间的紧张状态近来持
续升级。美国向中东派遣“亚伯拉
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和一
支B-52型战略轰炸机特遣队，随

后部署一艘两栖攻击舰和一套“爱国
者”防空导弹系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部队司
令阿米拉利·哈吉扎德12日说，美国
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曾经是严重威
胁，现在是打击“目标”。

美国《纽约时报》13日报道，代理
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9日向白
宫递交更新版的对伊朗军事行动方
案。如果伊朗袭击美军或加速发展核
武器，美方可能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在
中东部署至多12万军人。

蓬佩奥13日访问比利时首都布
鲁塞尔，向欧洲盟友通报美方最新举
措，分别会晤英国、法国、德国外交部
长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
斯托尔滕贝格。“伊朗威胁不断升级，”
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布赖恩·胡克
说，“国务卿想分享我们公开言论背后
的一些细节。”

胡克说，蓬佩奥还与欧洲方面讨
论4艘商船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附近
海域遇袭事件。记者问蓬佩奥是否归
咎于伊朗，胡克不予回应，说阿联酋请
求美国协助调查，“我们非常乐意”。

英国担心“擦枪走火”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13
日警告，美国与伊朗可能在原本不
稳定的海湾地区“擦枪走火”。

亨特会晤蓬佩奥前告诉记者，
“我们非常担心（美伊）意外冲突的
风险”……“双方实际都无意让局势
升级，最终却导致某种冲突”。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说，他
在会晤中告诉蓬佩奥，德方“不希望
（美伊）发生军事冲突”。

亨特同样担心，如果伊朗获得
核武器，中东地区可能出现核军备
竞赛，“我们需要确保最终不会让伊
朗回到拥有核武器的轨道上”。他
呼吁各方保持一段平静期，以便了
解彼此立场。

欧洲不想和伊朗撕破脸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欧洲认同
美国对伊朗的一些忧虑，如伊朗在
叙利亚内战中的角色，但仍然支持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认为那符合欧
洲自身安全利益。双方曾有密切协

调中东政策的传统，如今跨大西洋
关系却愈发暴露裂痕。

德国外长马斯避免公开批评美
国，说欧洲和美国都希望中东和平，
但欧美显然“采取不同方式……沿
着不同的路径”。

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会
晤蓬佩奥前敦促欧盟内部团结一
致，支持伊核协议。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费代丽卡·莫盖里尼说，欧盟将继续
支持伊核协议。

欧盟正试着建立一个新渠道，
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绕开美国制裁，
但事实证明建立这一渠道不容易。

英法德今年初宣布建立与伊朗
贸易的“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
STEX）结算机制，在美国主导的全
球金融体系以外运行支付等操作，
以帮助欧洲企业绕过美国单方面制
裁，继续与伊朗贸易。

西班牙外交大臣何塞普·博雷
利·丰特列斯说，西班牙正在考虑加
入这一特殊贸易渠道。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德黑兰5月13日电 据
伊朗新闻电视台13日报道，伊朗原
子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当天表
示，若伊核问题再度被提交联合国
安理会，伊朗可能会彻底退出伊核
协议。

卡迈勒万迪说：“如果他们（伊
核协议有关各方）将伊核问题提交

安理会，等于是撕毁伊核协议，协议将
不复存在。”卡迈勒万迪强调，伊朗将
采取切实措施，捍卫伊朗人民和国家
权益。

本月8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
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一周年之际，
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
议部分条款，但仍继续坚持限制铀浓

缩丰度的承诺。不过鲁哈尼强调，
伊核协议其他签字方应在60天内
履行自己对协议的义务，否则伊朗
将会提高铀浓缩的丰度。

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
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
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

计划，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制裁。
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
议，并逐步恢复因协议而中止的对
伊制裁。从今年5月2日起，美国
不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
石油的制裁豁免，以全面禁止伊朗
石油出口。5月3日，美国宣布将强
化对伊朗核活动的限制。

伊核问题若再度被提交安理会 伊朗或彻底退出伊核协议

新华社科伦坡5月13日电 斯
里兰卡警方13日晚发表声明说，由
于斯里兰卡部分地区发生暴力事
件，从当地时间当晚9时至14日凌
晨4时在全国范围实行宵禁。

当天早些时候，斯里兰卡西北省
库鲁内格勒地区发生暴力事件，一些
商铺和民宅遭到损毁。警方随后宣

布在库鲁内格勒地区实行宵禁。此
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郊的加姆
珀哈地区也发生暴力事件，警方赶到
现场维持秩序。暴力事件发生后，斯
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通过社交
媒体发文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不要轻
信未经核实的信息。

4月21日，斯里兰卡发生连环

爆炸，地点涉及全国范围内的多座
教堂和高档酒店等，造成250多人
死亡、500多人受伤。4月23日，斯
里兰卡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上图：5月14日，在斯里兰卡首
都科伦坡市郊加姆珀哈地区的米努
万戈德，安全人员在暴力事件现场
附近巡逻。 新华社/法新

部分地区发生暴力事件 一些商铺和民宅遭到损毁

斯里兰卡在全国范围实行宵禁
一名知情人士13日披露，美国司

法部长威廉·巴尔已下令核实针对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竞选团队的
情报收集工作是否“合法、恰当”。

这名知情人士以不公开身份为
条件向美联社披露，巴尔指派康涅
狄格州联邦检察官约翰·德拉姆牵
头寻找引发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
勒“通俄”调查的根源。

“通俄”调查旨在确定特朗普竞
选团队是否“串通”俄方干预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以及特朗普是否涉
嫌妨碍司法。米勒3月完成调查报
告，确认没有发现与俄罗斯政府“串
通”的证据，同时对特朗普是否妨碍
司法没有定论。巴尔撰写一份报告
摘要，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让法院
认定特朗普妨碍司法。这一结论遭
遇民主党人强烈质疑。

巴尔4月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他
相信特朗普竞选团队2016年“的确
遭受监视”，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美联社报道，巴尔所指“监视”
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特朗普
前助理卡特·佩奇申请的监控令以
及FBI起用一名线人调查特朗普竞
选团队前外交政策顾问乔治·帕帕
佐普洛斯。

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
克拉珀去年澄清，FBI 相关调查
2016年以俄罗斯为目标，使用线人
并非为了暗中监视特朗普竞选团
队。不过，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一直
依据上述两项调查指认司法部和
FBI非法监视。

德拉姆受特朗普提名出任康
涅狄格州联邦检察官。他曾参与
调查执法部门腐败、中央情报局销
毁录像证据以及FBI波士顿办事
处与黑帮关系。国会参议院去年
一致批准对德拉姆的提名，康涅狄
格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理查德·
布卢门撒尔和克里斯·墨菲当时称
赞德拉姆“铁面无私”，擅长处理棘
手案件。

美联社报道，德拉姆这次调查
不同于司法部监察长对“通俄”调查
起源的审核。巴尔预期，监察长报
告有望本月或下月完成。

国会共和党籍议员同时有意审
核历时近两年的“通俄”调查如何发
端，确认调查是否存在法律隐患。

（新华社微特稿)

美司法部要追查
“通俄”调查源头

美国长期监测地球大气层二氧
化碳浓度的研究人员13日宣布，11
日早晨观测到二氧化碳浓度达到百
万分之415.26（415.26ppm），重现
300多万年前的历史最高纪录。

夏威夷州冒纳罗亚天文台自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每天监测大
气二氧化碳浓度，绘制记录变化趋
势的“基林曲线”。11日监测数据
首次突破415ppm。

上一次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这么
高远在人类出现以前，距今超过300
万年，全球海平面当时比现在高数
米，南极洲部分地区覆盖茂密森林。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研
究员沃尔夫冈·卢赫特告诉法新社
记者：“这显示我们保护气候的努力

根本没有上正轨。浓度值持续攀
升，一年比一年高。”

跟踪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美国斯
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科学家拉尔
夫·基林说，今年可能再度发生厄尔
尼诺现象，即温暖洋流导致全球气
温上升，预期全年将延续二氧化碳
浓度上升的趋势，平均浓度比去年
高大约3ppm。

卢赫特提醒：“人类历史上任何
一个时期都比现在冷。”尽管2015
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引导各国着力
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寻
求把地球表面平均温度相比工业化
以前水平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
度以下，过去4年仍创下“有史以来
最热年份”纪录。 （新华社微特稿)

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日俱增

二氧化碳浓度重现300万年前峰值

新华社华盛顿5月13日电 美
国总统特朗普13日宣布，将为美国
航天局2020财年的预算追加16亿
美元，以加速实现重返月球的计划。

特朗普13日晚间在社交媒体
发文说：“我们将使美国航天局再创
辉煌，重返月球，然后去火星。”特朗
普当晚发布了一系列推文阐述他对
联邦政府2020财年预算草案的一
些调整。不过，这些调整还需在国
会获得批准才能最终落实。

美航天局之前提交的2020财
年预算请求总额为210亿美元，其
中超过半数将用于空间探索。4月
中旬该机构又提交了更新版预算请
求，要求再追加16亿美元用于加速
实现重返月球计划。

2019年美国将迎来首次载人
登月50周年。3月底美国副总统
彭斯提出5年内美国宇航员重返月
球，这一时间表比美航天局的原计
划提前了4年。美航天局局长吉
姆·布里登斯廷4月2日在航天局
2020财年预算请求听证会上说，美
国将宇航员重返月球的计划提前到
2024年，目的是为了在2033年实
现登陆火星的目标。

特朗普2017年底下令美国宇
航员重返月球并最终前往火星。
美国航天局原计划到2028年实现
重返月球的目标，但彭斯认为，
2028年登月的时间表“不够好”，
因为美国在上世纪仅用8年时间
就登上月球。

美国欲追加16亿美元预算

特朗普说，要加快速度重返月球

新华社新德里5月14日电 印
度研究人员最近报告说，他们新合
成25种喹啉衍生物，在用实验室培
育癌细胞系进行的测试中，它们表
现出强大的抗癌活性。

据《印度教徒报》近日报道，这
25种新型喹啉衍生物由印度化学
生物研究所设计并合成，针对它们
抗癌功效的实验由印度科学培育协
会完成。

研究人员说，新型喹啉衍生物
抗癌机制与现有的拓扑异构酶1抑
制剂类药物类似，但它们具有更强
的杀灭癌细胞能力。

拓扑异构酶1是一种对脱氧核
糖核酸（DNA）复制至关重要的基
础酶。它可与DNA分子结合形成
一个复合物并裂解 DNA 的一条
链，使DNA分子从螺旋状展开。
当DNA分子展开后，拓扑异构酶1
会重新加入被裂解的DNA链使其
修复并复制。

癌细胞增殖能力远超健康细
胞，其中产生的拓扑异构酶1数量
也远超正常细胞，因此拓扑异构酶
1 可与 DNA 分子形成更多复合

物。现有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类
抗癌药物具有捕获上述复合物能
力，会减少修复被裂解DNA链的
拓扑异构酶1的数量，使癌细胞复
制受影响并死亡。但现有药物只
能短暂困住这种复合物，易被体液
清除，约20分钟内断裂DNA链就
会被修复。

研究人员用实验室培育乳腺
癌、卵巢癌、宫颈癌和结肠癌等细胞
系，对新合成化合物抑制拓扑异构
酶1活性和杀死癌细胞效果进行测
试。结果显示，25种喹啉衍生物对
拓扑异构酶1均表现出类似抑制功
效，可将拓扑异构酶1与DNA分子
形成的复合物困住长达5个小时，
抑制拓扑异构酶1功效明显好于现
有药物。

“我们（合成）化合物特点是，当
拓扑异构酶1和DNA处于分离状
态，化合物不会与它们发生反应或
结合。只有拓扑异构酶1与DNA
形成复合物后，它们才与复合物结
合。因此我们设计的化合物可被视
为靶向治疗（药物）。”参与研究的阿
林达姆·塔卢克达尔博士说。

印度合成新型化合物可杀死癌细胞
25种喹啉衍生物表现出强大的抗癌活性

新华社平壤5月14日电 朝鲜
外务省发言人14日发表谈话表示，
美国近日“非法抢夺”朝鲜一艘货船
的“强盗般”行为，是对新加坡朝美
共同声明精神的“全面否定”，朝鲜
要求美方立即归还相关船只。

根据朝中社当天播发的这份谈
话，这名发言人指责近日美国将一
艘朝鲜贸易货船拖往美属萨摩亚是

“非法抢夺行为”，并表示，美国应深
思其“强盗般”行为对今后形势发展
可能造成的后果，美方应立即归还
朝鲜船只。

发言人表示，美国此次抢夺朝
鲜船只的做法，是美国企图以极限
施压政策使朝鲜屈服的“美式计算
法”的延续，也是对承诺建立新型朝
美关系的新加坡朝美共同声明基本

精神的“全面否定”。
发言人还说，美国随心所欲支

配世界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如果
美国认为美式力量对朝鲜行得通，
那将是大错特错。

据报道，美国司法部9日宣布，
朝鲜货船“智诚”号涉嫌违反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制裁决议，因而由美方扣
押。该货船11日抵达美属萨摩亚。

朝鲜要求美国立即归还朝方货船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陪审团
13日裁决孟山都公司赔偿一对夫
妇20.55亿美元，缘由是这家企业
生产的“农达”除草剂导致二人罹患
癌症。

奥克兰县一家地方法院的陪审
团认定，“农达”导致阿尔瓦·皮利奥
德和妻子阿尔伯塔患上非霍奇金氏
淋巴瘤，孟山都应向这两名原告分
别支付10亿美元惩罚性赔款，合并
支付二人5500万美元补偿款。

阿尔伯塔现年76岁，她告诉美
联社记者，夫妇二人最近9年一直
与癌症抗争，确诊以来不得不放弃
许多活动，生活彻底变样，因而“痛
恨”孟山都。孟山都母公司德国拜
耳公司当天回应，将就裁决结果提
起上诉。皮利奥德夫妇的律师说，
已做好长期诉讼的准备。

在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教
授戴维·莱文看来，原告拿到20亿

美元惩罚性赔款的“可能性为零”，
与相当于原告“实际损失”的补偿款
相比，前者金额过高，预期法官会大
幅削减。

美国环境保护局认定，“农达”
无论出现在农场、庭院或路边，或者
残留在作物表面，都不会对人体构
成“引发担忧的风险”。然而，由于

“农达”有效除草成分草甘膦构成致
癌风险，且产品缺乏显眼警告标识，
孟山都面临大量民事诉讼。全美仍
有大约1.3万名“农达”诉讼原告等
待审理结果。

拜耳公司认定，每起诉讼都有各
自“事实和法定情节”，皮利奥德夫妇
一案不会影响后续诉讼案走向。

包括这起诉讼在内，孟山都在
加州去年8月以来三起诉讼中全部
败诉。旧金山一个联邦陪审团今年
3月裁决孟山都赔偿一名患癌男子
8000万美元。 （新华社微特稿)

老夫妇因“农达”除草剂双双罹患癌症

孟山都公司或需赔2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