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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市新琦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科大工业胶带有限公司遗失业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深海鱼工房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琼遗失珠海经济特区西部华侨住宅建设公司第二期集资券托管

单1份，单号015860，金额：五千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大横琴（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证书编号为
N4400201400116号，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致真化妆品店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丽羽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400MA4X4W2Q9G,声明作废。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变更公告

（交易序号：19205、19206）

经研究决定，现将交易序号/宗地编号：19205/珠富土储工2019-

05 号，位于富山工业园规划涌南三路西侧、规划富涌一街南侧

25875.07平方米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内容作如下变更：删除备注栏第

4点关于履约保函相关事宜的要求；现将交易序号/宗地编号：19206/

珠富土储工2019-06号，位于富山工业园规划科信路东侧、规划富涌

一街南侧27665.43平方米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内容作如下变更：删除

备注栏第4点关于履约保函相关事宜的要求。

其他公告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月14日

加拿大政府12日确认，伊朗方
面已经批准11人组成的加方团队赴
伊朗参加乌航客机坠毁事件调查。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承认8日
将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客机误
作“敌机”击落，伊朗政府为这一“人
为错误”道歉并承诺担负责任。客
机所载176人全部遇难；138名乘客
准备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转机前往加
拿大，其中57人是持加拿大护照的
伊朗裔乘客，包括年轻学生和儿童。

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说，加

方3名“快速部署队”官员已于11日
抵达伊朗，设立行动基地；伊朗方面随
后批准另外8名加方官员签证，大部
分已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待命，定于
13日赴伊。“整个团队预期在1月14
日以前全部到位，着手处理他们承担
的重要任务。”

加方赴伊团队包括领事官员和交
通安全委员会的两名技术专家。交通
安全委员会说，“一旦确认在何时、何
地”下载和分析失事客机“黑匣子”数
据，它将派出另一组技术专家参与调
查。伊朗方面没有提取坠毁客机“黑
匣子”数据的技术条件；伊朗民航部门
11日说，准备将黑匣子送至法国分析。

加拿大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外
交关系。2012年9月，加拿大时任
总理斯蒂芬·哈珀领导的保守党政
府突然宣布关闭驻德黑兰使馆，驱
逐伊朗驻加外交人员，中止和伊朗
外交关系，理由是伊朗推进核计划、
反以色列和向叙利亚政府输送武
器。双方关系至今没有恢复。

在加拿大几座大城市的伊朗移
民聚居区，数千民众参加12日为加
籍伊朗裔遇难者举行的悼念仪式。
加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出席艾伯塔
省埃德蒙顿市伊朗裔居民社区的悼
念活动。坠机遇难者中近30人出自
这一社区，大约2300人出席活动。

特鲁多说，这是“全加拿大的悲
剧”。他说：“这场悲剧原本不应发
生，我们会坚持不懈追寻答案。我
们绝不放弃，直至正义得到伸张、责
任人受到追究。”加拿大副总理弗里
兰和国防部长哈尔吉特·萨詹当天
分别出席多伦多大学和温哥华美术
馆的悼念活动并发表讲话。

加拿大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加拿大伊朗裔公民超过
21万人，大约半数生活在安大略省
首府多伦多，当地伊朗移民聚居区
得名“小德黑兰”，人口规模在北美
地区仅次于洛杉矶伊朗裔社区。

（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
因·萨拉米少将12日在伊朗议会就
革命卫队错误击落乌克兰航空公司
客机道歉，表示“羞愧”。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
萨拉米在议会的讲话报道：“我平生
从未感到如此羞愧。我们可能犯了
一个错误，导致许多同胞丧命。但
是，我们无意为之，我们道歉。”

伊斯兰革命卫队11日承认8
日发射导弹将乌航客机击落、导致
176 人丧生，遇难者多数为伊朗
裔。革命卫队解释，当时部队为预
防美方空袭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因
而将客机误认作敌机。伊斯兰革命
卫队和伊朗军队一起构成伊朗武装
力量。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道歉，表
示政府将赔偿遇难者家属，追究相关
人员法律责任。但他强调，美国军方
1月3日在伊拉克境内刺杀伊斯兰革
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
苏莱曼尼，导致局势紧张，因而美方
是“祸根”。

误击事件激发部分民众对政府
不满，德黑兰等部分城市11日起出
现反政府示威。

一些伊朗官员说，美国及其盟友
正在利用误击事件施压伊朗。伊朗
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派驻“圣城旅”的代表阿里·设拉子告
诉伊朗媒体：“伊朗的敌人想要为一
个军事错误报复革命卫队。”

（新华社微特稿)

伊朗将领为误击客机“羞愧”
伊拉克萨拉赫丁省拜莱德空

军基地12日晚遭到火箭弹袭击，
造成4名伊拉克空军人员受伤。
迄今尚无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这
起袭击。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在一
份声明中说，8枚火箭弹击中拜莱
德空军基地，致伤2名伊拉克空军
军官和2名飞行员。

萨拉赫丁省警官穆罕默德·哈
利勒上校说，一些火箭弹落在机场
跑道上，一枚火箭弹击中机场大门。

美联社援引伊拉克安全官员
的话报道，一些火箭弹击中空军基
地内的一家餐厅。

拜莱德空军基地位于巴格达
以北约80公里处，是伊拉克停放

从美国购买F-16型战斗机的主要
空军基地。

伊拉克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安
全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拜莱德基
地曾驻扎美国空军训练人员、顾问
和一家为F-16战机提供维修服务
公司的人员。不过，基地遭袭期间
没有美国人。

法新社报道，由于最近美国和
伊朗紧张关系加剧，驻扎基地的大
多数美方人员已经撤离。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12日
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对伊拉克
境内军事基地再次成为袭击目标表
达“愤怒”，呼吁伊拉克政府采取一
切措施，让袭击者付出代价。

（新华社专特稿）

伊拉克空军基地遭袭4人受伤

澳大利亚林火肆虐，烧毁大
片考拉栖息地，不少人为这一“萌
物”命运揪心，澳大利亚的近邻新
西兰人想到，不如让考拉集体迁
居新西兰？

不过，专家很快给这个主意泼
了冷水。

数千人请愿

德新社报道，截至13日下午，
倡议“新西兰引进考拉”的请愿书已
筹集6500多份签名。请愿书写道：

“考拉在澳大利亚面临功能性灭绝，
它们有可能效仿许多其他澳大利亚
原生物种，在新西兰茁壮生长。”

请愿书提到，考拉主要以桉
树叶为食，因而不会破坏新西兰
本土生态系统；新西兰有将近3万
公顷桉树林，与澳大利亚桉树林
面积相当，能够为考拉提供丰富
食物来源。

自去年9月以来，澳大利亚林火
过火面积迄今超过1000万公顷。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估算，可能超过
10亿只动物在林火中丧生，包括袋

鼠、考拉等澳大利亚代表性动物。
澳大利亚环境部长苏珊·利13

日视察一家救治烧伤考拉的“考拉
医院”时说，当前估算损失为时尚
早，但这一场林火无疑造成“生态悲
剧”，考拉“受害尤其惨重”。

她说，政府将设立工作组，为救
援考拉和恢复考拉栖息地制定计划，
将考虑“一些创新方案，包括是否能
够把考拉安置在非原始生长地”。

“没那么简单”

不知是否被澳官员的话激发
“灵感”，新西兰人请愿“考拉搬家”，
但专家指出“不可行”。

悉尼大学动物学家瓦伦蒂娜·梅
拉告诉德新社记者，把一个异国物种
迁移到新地方，可能对当地原有物种
以及整个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梅拉说，考拉天生十分“挑食”，
“可能根据树叶的毒素和营养成分，
仅仅选择某几棵树、甚至这些树的某
部分叶子作为食物”；即使在同一片
栖息地内，“住处”相隔不远的考拉也
可能偏好不同“口味”的桉树叶。

别说搬家到新西兰，即使在澳
大利亚境内，想要转移个别考拉也
十分困难。“光有桉树，不一定能满
足个别考拉的需求，更别说迁移整
个种群。”

梅拉提醒公众，把澳大利亚本
土物种引进新西兰的事不是没做
过。比如，为了做皮毛生意，新西兰
19世纪50年代曾引进澳大利亚负
鼠，但这种动物很快泛滥成灾，直至
今天仍在祸害新西兰的原始森林。

“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做出重大环境
决策时听听专家的意见。”

（新华社专特稿）
上图：澳大利亚林火首当其冲

的受害者是憨态可掬却行动迟缓的
考拉，尤其是在弥漫的烟雾中与母
亲失散的小考拉们，有的惨遭大火
吞噬，有的侥幸逃脱，但多数的爪子
和臀部也被严重烧伤。当地医护人
员近日已经对受伤的考拉进行了及
时治疗，将它们的爪子浸泡在药水
中，再每日数次涂抹药膏，用绷带绑
好，还要在外面套上手套，防止考拉
抓挠伤口。 资料照片

数千人请愿让考拉迁居新西兰
专家很快给这个主意泼了冷水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12
日做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的访谈节目，称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依旧
构成中东地区威胁。他同时坦言，
迄今没有看到“圣城旅”可能对美国
使馆发起袭击的有力证据。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接受
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袭杀苏
莱曼尼是因为他在针对四处美国使
馆策划袭击。

埃斯珀被问及对特朗普上述说
法的看法。埃斯珀回应：“我没有看
到与（袭击）四处使馆相关的一个
（证据）。我说的是，我认同总统看
法，那就是他们可能以我们的使馆
为目标。使馆是美国在一个国家存
在的最明显展示。”

特朗普和埃斯珀均未明确四处
使馆的具体位置。

埃斯珀希望，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能够在伊拉克安全部队训练上发
挥更大作用，这将有助于美国减少
在伊拉克驻军人数。

美军现在伊拉克驻扎大约
5200名士兵，名义是协助训练伊拉
克军队和充当军事顾问，同时打击
恐怖组织。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国防部长：

“圣城旅”仍构成
地区威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访沙特阿
拉伯，12日会晤沙特国王萨勒曼和
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安倍就
中东局势与沙特国王、王储交换看
法，并就日本向中东派遣自卫队告
知相关情况。

共同社援引日本官员的话报
道，穆罕默德王储对日方决定表达
了“全面支持”。安倍对沙特、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展开为期5天
的访问，沙特为第一站。共同社报
道，安倍告诉穆罕默德王储，中东一
旦发生地区冲突，将对全世界造成
严重影响。双方一致认为，缓和中
东紧张局势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中东军事冲突将对全球和平
与稳定产生巨大影响，”安倍说，“我
方希望相关各方保持克制。”

作为能源匮乏的岛国，日本严
重依赖海湾国家供油。美国政府
2018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并恢复制裁伊朗前，日本是伊朗
原油主要进口方。共同社报道，日
本进口石油中，90%来自海湾国家。

另一方面，美国试图在海湾组
建所谓“护航联盟”，日本没有响应
美方号召，而是自己单干。不过，日
本海上自卫队打算把在中东搜集的
情报与美国共享。

日本政府去年12月27日批准
向中东海域派遣大约260名海上自
卫队队员以及舰机。自卫队将执行
信息搜集、保护航船等任务，为期一
年，获国会批准后可以延期。

（新华社专特稿）

沙特王储支持日本
向中东派遣自卫队

烈火灼心，澳大利亚总理斯科
特·莫里森由于应对林火不力，成为
公众指摘对象。

澳大利亚新闻民意调查公司
13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的
受调查者不满意莫里森应对林火中
的表现，只有37%的人满意他的表
现。莫里森的支持率大幅下跌。

莫里森此前一直认为，地方政
府有足够能力应对林火。去年年底

他不顾林火肆虐前往美国夏威夷度
假，虽然很快取消度假，但一张他与
亲友举杯庆祝新年、观赏焰火的照
片再度引发不满。

面对公众对于政府减排力度的
质疑，莫里森曾坚决认为，澳大利亚
现在的减排政策，在世界已处于领
先位置，足以降低火灾风险，没必要
采取更激进措施。

澳政府反对党和前总理马尔科

姆·特恩布尔都曾建议莫里森，要在
全国范围内协调消防工作。但莫里
森并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

直到民意沸腾，莫里森1月初
才决定向灾区派遣军队，承诺拨付
大额资金用于救灾和重建，重提加
大减排力度。他虽然一直否认政府
在灾情初期措施不力，但12日向媒
体承认“有些事本应做得更好”。

（新华社微特稿)

莫里森由于应对林火不力成为公众指摘对象

澳大利亚山火“烤蔫”总理支持率

新华社伊斯兰堡1月13日电
巴基斯坦拉合尔高等法院13日裁
定，判处前总统穆沙拉夫死刑的特
别法庭的组成违反宪法。

2019年12月17日，巴基斯坦
负责审理穆沙拉夫案的特别法庭以
叛国罪判处穆沙拉夫死刑。穆沙拉
夫随后向拉合尔高等法院提起上
诉，认为该特别法庭违反宪法和法
律，没有审判权，要求拉合尔高等法
院裁定死刑判决无效。

针对穆沙拉夫的上诉，拉合尔
高等法院裁定，特别法庭的组成没
有获得足够授权，对穆沙拉夫的审
判与法律不符。

尽管拉合尔高等法院尚未就特
别法庭死刑判决的有效性作出裁定，
但穆沙拉夫的律师表示，死刑判决显
然是无效的，因为作出这一判决的特
别法庭已经被认定违反宪法。

穆沙拉夫对拉合尔高等法院的
裁定表示欢迎。他说：“我对这一裁
定感到非常高兴。（拉合尔）高等法
院依据宪法和法律作出了裁定。”

2007年 11月，时任巴基斯坦
总统兼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宣布实
施紧急状态，并解除近60名法官职
务，此举涉嫌违宪。2008年8月，
穆沙拉夫迫于多方压力辞去总统职
务，此后大部分时间住在英国伦敦
和阿联酋迪拜。2013年3月，穆沙
拉夫回国打算参加大选，但是被法
院禁止。同年11月，巴基斯坦启动
对穆沙拉夫叛国罪指控的诉讼程
序，并成立由三名法官组成的特别
法庭。2016年3月，巴基斯坦最高
法院同意穆沙拉夫出国就医。

上图：1月13日，在巴基斯坦拉
合尔，穆沙拉夫的律师西迪基（中）
对媒体讲话。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耶路撒冷1月12日电
以色列国防部12日发表声明说，以
色列完成了新一代“铁穹”防御系统
的系列测试，拦截率达到100%。

声明说，此次测试模拟了“铁
穹”防御系统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
威胁。测试结果显示，经过升级后
的新一代先进“铁穹”防御系统在测
试中拦截了所有威胁。

声明还说，在过去10年间，“铁
穹”防御系统进行了数十次测试。
截至目前，该系统在实际行动中已
经累计成功实施了2400多次拦截。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新一代“铁
穹”防御系统在测试后将很快交付
军方使用。“铁穹”防御系统主要由
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
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等三大部分
组成，于2011年 4月正式投入使
用。该系统由以色列国有军工企业
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研发，主要用
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袭击。它
与主要防御远程导弹威胁的“箭”式
反导系统和防御中程导弹的“大卫
弹弓”系统共同组成以色列多层次
导弹防御体系。

以色列完成新一代“铁穹”防御系统测试

拦截率达到100%

日本富豪前泽友作计划2023
年进行绕月旅行。奔赴太空之前，
他要做的准备工作不少，包括找一
个女朋友。

路透社12日报道，现年44岁
的前泽友作在网上发布征友启事，
有意结交一名20岁以上的女友一
同前往太空绕月旅行。这名女性还
将和他一起作为主人公录制相关题
材纪录片，由网络电视AbemaTV
播放。他在征友启事中写道：“随着
孤独和空虚感渐渐浮起，我在想一

件事：继续爱一个女人。”
“我想发现一位‘生命伴侣’。

我想从外太空和我的未来伴侣一起
呼喊爱与世界和平。”

根据前泽友作的启事，应征者
必须“对去太空感兴趣并能够参与
相关准备工作”，还应该“渴望世界
和平”。有意者应在1月17日之前
应征，前泽友作将在3月底之前作
出选择。前泽友作的前女友是现年
27岁的日本演员刚力彩芽，两人于
去年11月分手。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富翁征女友共赴绕月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