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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塔尼亚胡：如赢得选举 政府将行使对约旦河谷和死海北部的主权

以色列或将吞并约旦河谷
根本政治制度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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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市铭豪居房产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珠海市前山梅

花路303号财富世家四区18、19栋《广东省珠海市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证号：S20160000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樱华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40020233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鼎兴兴床上用品加工展示中心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7600077946；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振宇汽车配件中心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嘉禄毛皮制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英达生化制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世华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遗失已盖章租赁合
同壹份，编号ZHSH-ZL17233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实验学校遗失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

金往来结算票据，起止号码AY49550951-49551000(共
50份),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奔力福澳旅运有限公司将以下车辆营运证遗

失,粤ZSA77澳车,证号002447214;粤ZSA80澳车,证
号 002447223; 粤 ZSA75 澳车,证号 002447209; 粤
ZSA83 澳车,证号 002447231;粤 ZSA74 澳车,证号
002447205;粤ZSA82澳车,证号002447229。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教育局遗失广东省事业单位内部往来

结算票据，起止AY49552751-49552850（共100份），特
此声明。

郑炯华遗失人民警察证，证号：081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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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信息
一、项目名称：拱北海关关

区缉私业务技术用房配电工
程。二、预算金额 ：1,919,
776.53元。三、具体招标公告
详见中国政府采购网（www.
ccgp.gov.cn）及拱北海关互联
网门户网站。四、联系人：方小
姐 联系电话：13676069805

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二O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尊敬的华发山庄业主：
华发山庄地下车位于本通告登报之日起接受业主认购（认租）登记，

敬请有意向认购（认租）车位的业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有
效华发山庄业主证明原件（不动产权证、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贷款合同及
对应的贷款流水或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具的房产证明文件）到华发
山庄销售中心一楼办理认购（认租）登记手续，具体销售日期以华发山庄
销售中心发布信息为准。

销售中心：珠海市香洲区迎宾北路1033号
咨询电话：0756-2999999
特此通告！

珠海市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华发山庄（住宅）车位销售通告

新中国峥嵘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 9月15日
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此
前，一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

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1226名代表（实际到会1210名），
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经过普选产
生的。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法》，成立了以刘少奇为
主席的中央选举委员会。1953年4
月，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开始。
各地分别采取无记名投票、举手、豆
选等方式进行选举。毛泽东等于
1953年12月8日晚在北京市西单区
中南海投票站参加了投票。

这次普选选出了各民族、各阶

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
人物，包括工业战线的劳动模范王
崇伦、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李顺达、
耄耋老人齐白石、刚到选举年龄的
青年女工郝建秀以及少数民族代
表、归国华侨代表等。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开幕
了。会议通过了刘少奇作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
一系列法律。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
据毛泽东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
为国务院总理。

9月28日，会议胜利闭幕。这
次会议是我国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
里程碑。以一届人大为标志，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
治制度正式确立。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韩国政府11日宣布，针对日本
政府对3种出口韩国的商品施行贸
易管制，韩方决定向世界贸易组织
提起申诉。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
本部长俞明希在记者会上说，日方
举措缘于韩国法院就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遭强征的韩国劳工向日企索
赔案所作判决，“带有政治动机”，是
直接针对韩方的“歧视性措施”，违
反世贸组织规则。

她说，为保护韩国利益、防止把
贸易措施用于政治目的，韩方决定
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

依据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
制，首先应由韩日双方谈判化解争

端；如果失败，韩方可申请世贸组织
仲裁。俞明希说，整个过程可能持
续15个月乃至数年。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当
天说，日方已经收到韩方发出的谈
判邀请，将“妥善应对”。首相安倍
晋三当天晚些时候改组内阁，任命
菅原秀一出任经济产业大臣。

日本政府7月4日针对出口韩
国的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
氟化氢施行出口管制，8月底不再
把韩方列入获得贸易便利国家的

“白色清单”。
韩方认定，日方不满韩国法院

裁决日本企业赔偿二战期间遭日本
企业强征的韩国劳工，以经济手段

报复。
上述3种产品是制造芯片和智

能手机等电子产品过程中的重要原
料。韩联社报道，日方出口管制措
施严重威胁韩国支柱产业。

韩方采取多项应对措施，包括
诉诸世贸组织和把日方从韩方“白
色清单”除名。

两国媒体描述，韩日关系进入
1965年建交以来最差时期。

韩方这次申诉仅针对日方对3
种产品出口管制。韩联社以产业通
商资源部一名官员为消息源报道，
今后将依据情况，可能扩大申诉针
对范围。

（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将向WTO告日本出口管制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
胡10日说，如果他领导的利库德集
团17日赢得议会选举，以色列将吞
并约旦河谷地区。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
斯在声明中说，如果内塔尼亚胡这
样做，巴方将终止所有与以方签署
的协议。

再言“以色列东部边境”

内塔尼亚胡在电视直播讲话中

说，“新政府组建后，以色列将行使对约
旦河谷和死海北部的主权”。他把这一
地区称作“以色列东部边境”。

今年4月6日，内塔尼亚胡首次
提及，他打算把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
居点纳入以色列领土。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
争期间占领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谷占
约旦河西岸面积三分之一。以色列右
翼人士长期把这一战略要地视为以色
列领土。

以色列人权组织“以色列被占领
土人权信息中心”说，大约6.5万名巴
勒斯坦人和1.1万名犹太人定居者在

约旦河谷和死海北部地区生活。
内塔尼亚胡两次提及吞并，都

是在议会选战期间。一些分析师推
断，他有意争取极右翼选民支持，为
自己连任拉票。

利库德集团在4月选举中所获
议席最多，但内塔尼亚胡组阁失
败。利库德集团向议会提交重新选
举议案，获得通过。

演讲时遭迫击炮袭击

当地时间10日晚，以色列南
部遭受来自加沙地带火箭弹的袭
击，在以南部城市做竞选演讲的以

总理内塔尼亚胡被迫中断演讲临
时撤离。

当晚，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克
隆和阿什杜德拉响火箭弹袭击警
报。据以色列媒体公布的视频显
示，正在阿什杜德发表竞选演讲的
内塔尼亚胡被迫中断演讲，在安保
人员的护送下紧急离开讲台。

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
一名新闻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表
示，内塔尼亚胡后来重新回到讲台
完成了演讲。根据以色列议会日前
通过的议案，以色列将于9月17日
举行议会选举。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9月10日电 美
国总统特朗普10日宣布，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已在他
的要求下辞职。博尔顿是特朗普任
内离职的第三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

特朗普当天中午在社交媒体上
公布这一消息时说，他9日晚告知
博尔顿“白宫不再需要他的服务”，

后者10日上午递交了辞呈。特朗
普说，他和政府中其他人一样对博
尔顿的很多建议“非常不赞同”。他
同时对博尔顿的服务表示感谢。

特朗普表示，他将于下周宣布
新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人选。

博尔顿出生于1948年，曾就职
于里根、老布什、小布什三任政府，
是美国政坛著名的“鹰派”人物，以

对外政策立场强硬著称。他于
2018年4月取代麦克马斯特，出任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上任后
在伊核、阿富汗和朝核等问题上均
表现出强硬姿态。

上图：这张 2018 年 11 月 27 日
拍摄的资料照片显示，约翰·博尔顿
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向记者讲话。

新华社/美联

强硬的“门帘胡子”黯然下课了
特朗普政府第三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被总统解职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日本
环境大臣原田义昭10日说，他认为
东京电力公司应该把福岛核电站辐
射污水排入太平洋。日本政府委派
专家组评估福岛污水处理方案之际，
原田的“个人意见”立即引起关注。

原田10日在日本首都东京一
次记者会上说：“我认为别无选择，
只能把（福岛）污水排入大海，使污
水稀释。”

日本政府先前责成一个专家组
评估福岛污水处理方案，现在等待专
家组结论，继而作出决策。按照原田
的说法，“日本政府还需要讨论这件
事，而我想要提供自己的意见”。

原田的“看法”引起猜测。他发

表这一言论恰逢日本内阁改组前夕，
首相安倍晋三定于11日改组内阁，阁
僚人事变动受到媒体密切关注。面
对媒体询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
义伟10日在另一次记者会上回应
说，原田言论属于“他的个人意见”。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
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并触发海啸，福
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灾难性辐射泄
漏。核电站内1号机组和3号机组
反应堆冷却系统损毁，核燃料熔
化。为控制反应堆温度，东京电力
公司注入大量冷却水，因而产生含
有辐射物质的污水。

韩联社报道，福岛核电站自
2011年以来平均每天产生170吨

污水，污水储存设施预期在2022年
夏季达到容量极限。日方正在考虑
的污水处理方案包括排入大海、蒸
发后排入大气、埋入地底深处、在核
电站内新建储水罐。其中，排入大
海的成本最低、最为便捷。

东京电力公司发言人说，这家
企业无权自行决定如何处置辐射污
水；必须在日本政府作出决定后遵
照执行。

日方后续如何处置福岛污水受
到国际社会密切关注。韩国政府8
月19日召见日本驻韩大使馆经济
公使西永知史并递送照会，表达韩
方担忧，要求日本政府把污水处理
方案“说清楚”。

日本环境大臣主张福岛排污入海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重庆
市委副书记、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唐
良智在11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重庆全面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着力拓展
开放通道、提升开放平台、发展开放
型经济，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努
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在拓展开放通道方面，唐良智
介绍，重庆加快构建东西南北“四
向”连通、铁公水空“四式”联运、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融合的
开放通道体系，构建内陆国际物流
枢纽支撑。目前，重庆“陆海新通
道”形成铁海联运班列、跨境公路班
车、国际铁路联运班列三种方式，其

中铁海联运班列实现“天天班”稳定
双向对开、累计开行突破1200班，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在重庆实
现无缝衔接。中欧班列（重庆）累计
开行超过4100班。在提升开放平
台方面，唐良智表示，重庆集中力量
抓好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经开区
等 19 个国家级开发开放平台建
设。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累计签约项
目 182 个、总金额 264.6 亿美元。
重庆自贸试验区形成197项制度创
新成果，两江新区、高新区、经开区
等引领辐射功能进一步增强。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重
庆高新技术企业2504家，科技型企
业达1.1万家。

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11日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应询指出，近期，大陆各地
各部门持续落实“31条措施”，不断
取得新成效。今后，我们将继续会
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持续做好“31
条措施”落实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广
大台胞台企普遍关心的问题，为台
胞台企在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
创造更好条件。

他介绍说，迄今已有包括28个
省区市在内的99个地方结合当地
实际出台具体实施意见。吉林省发
布36条实施办法，四川省成都市发
布54条实施意见，北京等地还公布
了实施细则，对各项措施的申报条
件、办理程序、责任单位、联系电话
逐一作出详细说明，为台湾同胞享
受相关措施提供更多便利。

在两岸征信合作方面，福建品
尚征信有限公司与台湾中华征信所
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推
进两岸民间征信融合。

在促进两岸学术界交流互鉴方
面，7月11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告，将15个学
科30种台湾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
纳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来源期刊目录，这将为在大陆工作
台胞的学术成果纳入工作评价体系
创造有利条件。

在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方
面，据初步统计，目前国家艺术基金
已收到12个与台湾地区机构或单
位开展合作项目申请，另有19位来
自台湾的艺术家申报了青年艺术创
作人才项目。8月19日，由中华文
化联谊会以及来自海峡两岸设计公
司等多方共同举办的“中国印象
——中国世界遗产文创设计产品
展”在首尔中国文化中心开幕。此
次展览由台湾团队主创策展，汇集
两岸艺术家设计制作的陶瓷茶具、
文具、居家装饰等120多组中国非
遗文创产品，体现了两岸共同传承
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丰硕成果。

在便利台胞居住生活方面，北
京市台办启动面向在京台胞公共租
赁住房专项配租工作，首批共筹集
40套房源。

大陆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31条”
为台胞台企提供更多便利

朝鲜中央通讯社11日报道，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0日再次指
导试射超大型火箭炮。这是7月底
以来朝方第8次发射活动。

报道没有披露试射的具体时间
和地点，说试射两发火箭弹且完全
达到试射目的。

报道说，金正恩现场指导，详细
了解超大型火箭炮待测试的性能指
标并测算它的作战部署时间。

金正恩说，超大型火箭炮的实战
能力、弹道特点、精确度和精密制导
性能获得令人满意的验证，只剩最大
特点之一的连发射击有待测试。另
外，金正恩阐明“最大限度地提高超大
型火箭炮等朝鲜式战术制导武器产量
方面面临的任务和途径”。报道配发
的图片显示，超大型火箭炮有4根
发射管，安装在大型轮式车辆上。

朝鲜8月24日成功试射这一
型号新研发的火箭炮，金正恩到现
场指导。朝中社当时报道，试射证
明，超大型火箭炮武器系统一切战
术技术特性达到预期指标。

（新华社专特稿）

朝鲜再次试射
超大型火箭炮

就脱离欧洲联盟进程中，议会
选举和全体公民投票孰先孰后事
宜，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领导层显
现分歧。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工党副党
首汤姆·沃森定于11日在首都伦敦
发表演讲，呼吁工党先经由二次公
投逆转“脱欧”进程，再寻求赢得大
选。他认为，今年年底以前提前选
举可能难以打破“脱欧”僵局。

一天前，工党党首杰里米·科尔
宾刚作出承诺，工党如果赢得选举、
接管政府，将举行二次公投，让选民
自主选择“脱欧”还是“留欧”。

科尔宾认为，工党竞选主张将
是达成更好的“脱欧”协议，但他可
能不会明确表态支持“脱欧”还是

“留欧”。
但在沃森看来，“根本没有好

‘脱欧’协议”，工党应毫不含糊地以
“留欧”为竞选主张。这是“绝大多
数工党党员、下院议员和工会代表
的观点”。

科尔宾和沃森的核心分歧在于
如何赢得选民。尽管没有申明英国
应撤回“脱欧”申请，沃森认为，如果
以坚定支持“留欧”为竞选主张，工党
有望从自由民主党手中赢回选民。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之夜”电视
栏目政治编辑尼克·瓦特分析，科尔
宾旨在迎合“留欧”和“脱欧”两派选
民。英国公务员工会秘书长马克·
瑟沃特卡认为，科尔宾的立场“合乎
常理”，但就公投给出“双向选择”是

“豪赌”，可能加剧现有政治撕裂。
工党先前两次以弃权方式反对

执政党保守党提出的解散议会、10
月15日提前选举的动议，声称尽管
渴望选举，但希望确保英国不会在
10月31日“无协议脱欧”。

就沃森的主张，保守党回应说，
他打算“取消”2016年“脱欧”公投结
果的意图明显。保守党主席詹姆
斯·克莱弗利说：“只有（首相）鲍里
斯·约翰逊和保守党会实现10月31
日‘脱欧’，没有‘但是’或‘如果’。”

（新华社微特稿)

先大选还是先公投？

英国工党领导层
发生内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