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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本村村民杨荣华有钢结构房屋一宗，地址位于

石狮市锦尚镇卢厝八区27号，东至空地；西至邱于钦；南至

邱秀华；北至杨式局。经核实该房屋系为杨荣华所有及使

用，无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未办理任何有效批准用

地手续，现申请人杨位浚（系杨荣华孙子）提出申请对该块

（新界）进行安置建设，如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15天

内向我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且我村委会将按

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就地、移位）翻建手续，声明凡其他证

件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锦尚镇卢厝村民委员会 2017年8月10日

登
报
声
明
书

兹有媗雅服装商行不慎遗失

福建省石狮市国家税务局2015

年8月13日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

350581L85154932，特此声明作

废。

媗雅服装商行
2017年8月10日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金梁服装

有限公司”因公章变形缺损，

本公司现将刻有“石狮市金

梁服装有限公司”的旧公章

作废。特此声明

石狮市金梁服装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0日

声

明

兹有“泉州中鑫投资有限公

司”于2017年8月4日变更为“泉

州鹏众贸易有限公司”，现将刻有

“泉州中鑫投资有限公司”的公章

作废。

特此声明

泉州鹏众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0日

声

明

兹有石狮市维尔菲克服装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2016年3月28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50581077415474T，

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维尔菲克服装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0日

遗失声明

兹证明本村村民王文红有房屋一宗，位于石狮市宝盖

镇上浦村一区25号，东至排洪沟，西至王文生，南至村路，北

至排洪沟。经核实该房屋系王文红所有及使用，无存在任

何纠纷，该房屋至今未办理任何有效批准用地手续，现申请

人王文红因排洪沟改造拆迁提出申请对该房屋进行易地至

位于本村工业区7号，东至空地，西至王明约，南至王则剑

的宅基地进行改造翻建，如对该申请事项有任何异议，请于

登报期间30天内向我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且

我村委会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办理易地翻建手续，声明凡其

他证件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宝盖镇上浦村民委员会 2017年8月10日

登
报
声
明
书

兹证明本村村民陈银福有石、砖、木结构房屋一宗，地

址位于石狮市祥芝镇祥农村后头西49号，东至陈陆、傅文

钦；西至陈南；南至埕地；北至陈水沟。经核实该房屋系为

陈银福所有及使用，无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为止尚未

取得任何有效批准用地手续，现申请人陈银福申请对该房

屋进行就地改造翻建，如对该申请事项有任何异议，请在登

报期间30天内向我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且我

村委会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就地改造翻建手续，声明凡

其他证件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祥芝镇祥农村民委员会 2017年8月10日

登
报
声
明
书

兹有石狮市圣达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2014年4月9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50581100132193，特此声明作

废。

石狮市圣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0日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吹吹风理发店不

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2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50581MA2Y17BU12，特此声

明作废。

石狮市吹吹风理发店
2017年8月10日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百德典雅贸易

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7日变

更为“石狮市百德典雅食品贸易

有限公司”，现将刻有“石狮市百

德典雅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章作

废。特此声明

石狮市百德典雅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0日

声

明

兹有“泉州市佰盈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于2017年8月8日变

更为“泉州市飞兴服装贸易有限

公司”，现将刻有“泉州市佰盈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作废。

特此声明

泉州市飞兴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0日

声

明

址于石狮市回兴路288号龙喜华

城8幢2501单元的房屋，吴佳亮、黄清

丽与开发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

同》（合同编号00015397）。因保管不

慎，上述原件遗失。吴佳亮、黄清丽及

开发公司持相关证件，声明该原件作废

无效。若有异议，请于见报即日起一个

月内向石狮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

声明人：吴佳亮 黄清丽
当代（石狮）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0日

产权声明

兹有宝盖镇塘头村村民吴建华有

砖石头结构房屋一宗，地址在塘头村

四区，东至王清秀；西至路；南至路；北

至王水清厝。经核实该房屋系吴建华

所有及使用，无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

至今未办理任何有效批准用地手续，

现吴建华申请对该房屋进行就地翻

建，如对该申请事项有任何异议，请在

登报30天内向我村委会提出，逾期提

出视为无效，且我村委会将按相关规定

予以办理翻建手续，声明凡其他证件与

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宝盖镇塘头村民委员会
2017年8月10日

登报声明书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朝鲜发出

“怒火打击”警告后，朝鲜回应，正考

虑发射导弹对关岛周边进行包围射

击。分析人士认为，不断升级的相

互威胁，不可避免会引发新一轮地

缘局势紧张，不利于半岛局势缓和。

美国《华盛顿邮报》8日援引国

防情报局的报告称，朝鲜可能已经

掌握在洲际导弹上装载核弹头的技

术。特朗普随即强势表态称，朝鲜

“最好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将招

致前所未有的“暴怒与打击”。

9日，朝中社援引朝鲜人民军战

略军发言人的声明说，为压制和牵制

美国战略轰炸机所在的关岛安德森

空军基地等军事基地，并向美国发出

严重警告，朝鲜正慎重考虑用“火

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对关

岛周边进行包围射击的作战方案。

发言人说，有关部门将对方案

进行充分研究和拟订后上报朝鲜最

高司令部，朝鲜核武力总司令金正

恩一旦做出决断，方案将随时付诸

实施。

在联合国安理会日前通过涉朝

新决议，严厉谴责朝鲜洲际弹道导

弹试射，并决定对其实施更严厉制

裁措施的背景下，美朝之间的相互

威胁无疑将导致新一轮地缘局势紧

张。

从目前情况看，双方刺激性示

强言论并不意味实战在即，但强硬

表态无益于半岛局势缓和，也不利

于寻找核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另

外，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近期提出的

“不寻求朝鲜政权更迭、不寻求朝鲜

政权垮台、不寻求半岛的加速统一、

不寻求借口越过三八线”的“四不”

原则本是放低姿态、降低和谈门槛，

但特朗普的表态表明，美国政府内

部对朝政策存在反复和分歧。

美朝嘴仗升级 半岛局势又紧 环球点击

新华社马来西亚关丹8月9日电 中国和马

来西亚两国合作建设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

目9日在关丹正式开工。国务委员王勇和马来西

亚总理纳吉布当天共同出席开工仪式。

纳吉布在致辞中表示，东海岸铁路项目的顺

利推进得益于马中两国政府的协商与合作，项目

意义深远。铁路建成后，将大幅减少马来半岛东

部到其他城市的时间，缓解节假日和周末交通拥

堵情况，促进东部沿海各州经济发展，惠及逾440

万人口。

中马合作建设马来西亚
东海岸铁路项目正式开工

朱巴消息：国际移民组织8
日在南苏丹首都朱巴发布新闻
公告称，自去年6月18日以来，南
苏丹已报告1.8万例霍乱病例，
其中至少328人死亡。

公告说，2013年12月爆发的
南苏丹冲突至今已造成约400万
人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状况依
然严峻，霍乱疫情加剧了人道主
义需求。

公告说，霍乱更易在流离失
所者和脆弱群体中流行，在2017
年报告病例中，5岁以下儿童超
过总数的20％。

公告还说，许多霍乱暴发地
区靠近尼罗河，雨季降水增多加
剧了疫情的蔓延。 （新华）

环球博览

南苏丹霍乱疫情
至少造成328人死亡

联合国安理会5日一致

通过涉朝鲜的第2371号决

议，严厉谴责朝鲜7月4日和

7月28日进行的洲际弹道导

弹试射，要求朝鲜放弃核武

器和导弹计划，并决定对朝

鲜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措

施。

这份协议草案由美国4

日向安理会提交。此外，美

方近期频频进行军事调动和

演练，其中包括试射洲际弹

道导弹等。朝中社还报道，

美方战略轰炸机编队以朝鲜

为假想目标在韩国进行核弹

投掷演习。

朝方称，朝核问题完全

是美国的责任，朝鲜拥有

核力量是为了应对美国威

胁，但不会对除美国以外

的任何国家使用核武器或

以核武器相威胁，除非这

一国家加入了美对朝的军

事行动。

新华社内罗毕8月9日电 肯尼亚反对派“国

家超级联盟”领导人、总统候选人拉伊拉�奥廷加
9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独立选举和边界委员会发

布初步计票结果的做法不符合相关规定，他拒绝

承认计票结果。

奥廷加要求该委员会停止发布初步计票结

果，并允许他的计票人员查看选票原始数据。

当地分析人士认为，奥廷加拒绝承认计票结

果，可能加大肯尼亚出现骚乱的可能。2007年的

大选中，奥廷加负于时任总统齐贝吉，他指责齐

贝吉舞弊，矛盾蔓延到全国，导致肯尼亚独立后

最严重的全国骚乱，造成1000多人死亡。

肯尼亚反对派总统候选人
拒绝承认大选初步计票结果

新华社喀布尔8月8日电 据阿富汗黎明电

视台8日报道，235名在该国北部萨尔普勒省被极

端组织绑架的平民日前成功获救。

报道说，这些平民是上周在萨尔普勒省赛义

德地区被绑架的。当时，该地区遭到极端组织袭

击，袭击还造成至少30名平民死亡。

报道援引当地政府发表的声明说，被绑架的

平民8日上午获救，并于当晚被转移到萨尔普勒

省首府萨尔普勒市。政府有关部门向获救者提

供了食物和水等，并将继续给予帮助。声明还

说，国家安全部队目前正在当地开展清剿行动，

将努力保护民众安全。

235名被极端组织绑架的
阿富汗平民获救

新华社大马士革8月8日电 叙利亚军方连

续多日对首都大马士革东郊的反政府武装据点

发动炮击，加大了军事打击力度。

新华社记者在大马士革城区采访了解到，过

去3天里当地居民时常听到从东部传来的猛烈炮

声，不少人在夜里被巨响和震感惊醒。

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政府军

的炮击目标是东古塔地区的艾因塔尔马区和朱

巴尔区，该地区长期被反政府武装占据。预计此

轮炮击后，政府军将发动大规模的地面进攻。

位于大马士革东郊的东古塔地区是“冲突降

级区”之一。叙利亚军方曾于7月22日宣布在东

古塔地区实施停火。

叙军方加大打击
反政府武装力度

新华社伦敦8月8日电 据美联社8日报道，

巴黎奥申委联合主席托尼�埃斯坦盖透露，他们
将与国际奥委会和电竞项目的代表会谈，讨论电

子竞技成为2024年夏季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可能

性。埃斯坦盖认为：“如果奥运会想要吸引年轻

粉丝，就应该加入电子竞技项目。”

2024年奥运会的最终项目将在2019年初步

成型，并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后最终确定。

巴黎奥申委研究电竞
进入奥运会的可能性

相 关 链 接

中国女游客赵燕2004年在
尼亚加拉大瀑布游览时被美国
移民局警察殴伤，美国政府7日
被判向赵燕赔偿约46万美元（约
合308万元人民币）。

2004年7月21日，来自中国
天津的赵燕在尼亚加拉大瀑布
美国一侧游览时，被移民局警察
罗伯特�罗兹误当作毒品走私者
而对她喷射辣椒水并进行殴
打。罗兹最初被开除职务并提
起刑事诉讼，但在2005年被判无
罪后复职。2006年，赵燕提起民
事诉讼，要求美国政府赔偿1000
万美元。 （新华）

美国政府被判
赔偿赵燕46万美元

泰国内政部9日说，泰国总
理巴育已签署相关规定，今年10
月1日启用新版出入境卡以方便
外国游客出入泰国，旧版出入境
卡同期起废止。

泰国《经理人报》当天刊登
了新版出入境卡样本，外国游客
所需填写的个人信息等内容都
在一页上，比旧版需填写3页的
表格有所简化。

这一政令发布后，一些泰国
媒体误认为政府废除了出入境
卡。泰国内政部长阿努蓬回应
说，的确曾有旅游从业者提议废
除出入境卡，但旅游和体育部认
为让外国游客填写出入境卡有
利于数据收集，因此政府只是简
化了出入境卡，并未废除。

（新华）

泰国10月将启用
简化版出入境卡

日本长崎市9日在长崎和平
公园举行原子弹爆炸72周年纪念
仪式。长崎核爆受害者在仪式上
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和平宪法。

长崎核爆受害者代表深堀好
敏在仪式上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和
平宪法。他表示，和平宪法是日
本战后基本国策，没有这份宪法，
日本会丧失世界各国人民信任，
日本不能失去这份信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仪式
并致辞，但他仍未提及长崎市遭
受原子弹轰炸的历史背景。其
间，会场附近不少人不停高呼反
对安倍的口号。

日本现行宪法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日本战败后制定。宪法第9
条规定“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的权
利”“不得拥军”，故也被称为“和
平宪法”。日本修宪势力长期以
来一直谋求修宪。 （新华）

爱沙尼亚：民众可免费试乘无人驾驶公共汽车
新华社塔林8月8日专电 爱沙尼

亚首都塔林正在试营为期一个月的无

人驾驶公共汽车项目，乘客们有机会

登上集高科技与绿色能源于一身的电

动小面包车，免费体验新颖的公共交

通出行方式。

新华社记者在市中心维鲁环岛附

近看到，两辆无人驾驶小公共汽车车

身以白色为主，间有红绿色条纹，形象

清新可爱。车身不分前后，车内两头

各有一排沙发座椅，可供8人乘坐。

每辆车内有一名身着白衣黑裤的乘务

员，佩戴着印有公司名和个人名字的

胸牌。

无人驾驶公共汽车最高设计车速

可达每小时50至60公里，但在实际行

驶中最高车速不超过每小时20公里。

根据当地交通法规定，无人驾驶公

共汽车必须配备一名乘务员，以备在紧

急情况下人工操控车辆。据介绍，无人

驾驶公共汽车是电动车，总是一前一后

行驶，车速由感应器控制，在行人或车

辆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下需要人工控

制车辆。塔林无人驾驶公共汽车试营

项目耗资共计10万欧元。车辆于7月

29日首次上路前已进行过长时间试

行，并得到法国专家的指导。截至目

前，车辆运行没有发生较大险况。

专家：音乐疗法治自闭症患儿功效遭质疑
新华社华盛顿8月8日电《美

国医学会杂志》8日发表的一项最

新研究对音乐疗法治自闭症患儿

的功效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治疗

手段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病情。

为评估音乐疗法的作用，挪

威格里格学院音乐治疗研究中心

的克里斯蒂安�戈尔德等人研究
了384名自闭症患儿，他们来自澳

大利亚、奥地利、巴西、韩国、美国

和英国等9个国家，年龄介于4岁

至7岁之间。

这些孩子被随机分成两组，

一组接受增强型标准治疗，另一

组接受增强型标准治疗加即兴

演奏式音乐治疗。增强型标准

治疗是指当地所能得到的普通

治疗，以及给家长提供咨询；而

在即兴演奏式音乐治疗中，受过

训练的音乐治疗师会和每个孩

子一起唱歌或演奏音乐，这些活

动都经过调整以适应孩子的关

注焦点，目的是促进孩子社交技

能的发展。

研究人员发现，在接受治疗5

个月后，两组孩子的病情只有小

幅改善。而对社交能力影响的检

测指标显示，两组孩子自闭症的

症状严重性并无显著差异。

戈尔德等人因此得出结论：

“这项结果并不支持用即兴演奏

式音乐治疗来减轻自闭症孩子的

症状。”

《美国医学会杂志》同期配发

了美国波士顿大学萨拉贝斯�布
罗德－芬格特等人撰写的评论文

章，指出这项结果与之前一项综

合分析研究的结论恰好相反，之

前研究发现有充足证据表明音乐

疗法可能改善了自闭症的主要症

状，包括社会互动、非语言交流及

亲子关系等。

这篇评论文章写道：“现在是

时候放弃自闭症音乐疗法吗？还

是要投入在更受控环境中利用谨

慎挑选的人群进行进一步研究？

这是摆在自闭症研究和患者面前

的一个问题。”

比利时检测出氟虫腈超标的“毒鸡蛋”
新华社布鲁塞尔8月8日电

比利时食品安全局8日发表公报

称，在比利时一家已被关闭的养

鸡企业的鸡蛋样本中，检测出的

氟虫腈含量超过了欧盟标准。

公报强调，由于这批“有毒鸡

蛋”来自比利时86家已被关闭养

鸡企业中的一家，因此不会对消

费者产生影响。这批问题鸡蛋已

在7月18日被禁售。

食品安全局7日曾发表公报

称，比利时检测出“问题鸡蛋”的

氟虫腈含量仅为0.076毫克／千

克，远远低于欧盟0.72毫克／千

克的标准。然而，8日公布的该

批问题鸡蛋的复检结果却显示，

氟虫腈含量达到了0.92毫克／

千克，超出了欧盟的最高限度。

为何两次检测结果差异巨大？

食品安全局的专家正就此展开

调查。

食品安全局已通过欧盟食品

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将这一最

新结果通报给了欧盟相关成员

国。

含有杀虫剂氟虫腈的“毒鸡

蛋”问题近来在比利时、荷兰、德

国、法国和瑞士等地被不断披

露。然而，早在6月2日就发现该

问题的比利时食品安全局却在7

月20日才将相关情况通报给欧

盟委员会。荷兰进行的相关调查

显示，鸡蛋中的有毒成分氟虫腈

与荷兰一家为农场提供杀虫服务

的专业公司有关。

据悉，比利时联邦众议院将

于9日就“毒鸡蛋”事件的来龙去

脉、存在的风险、比利时受影响情

况以及食品安全局为何行动迟缓

等问题展开听证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