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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村民吴金年，男，身份证地址是祥芝镇前山村路南，系

无房户，因向前山村申请宅基地，特在《石狮日报》声明。吴金

年声明如下：本人身份证地址所在房屋已系吴连炮所有，吴连

炮与吴金年系父子关系。本人暂住地址为前山村，该暂住地址

系吴连炮所有，属借住。本人在石狮市及外地均无住房。本人

承诺截至登报时本人确实无住房且符合“一户一宅”，如有违

反，本人自愿取消宅基地申请，并自愿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

责任。如对该声明事项有任何异议的，请在登报期间30日内向

所在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村委会将出具登报期间

无异议证明并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宅基地申请手续。

石狮市祥芝镇前山村民委员会 2018年6月14日

登
报
声
明
书

本村村民吴永远，男，身份证地址是祥芝镇前山村树前，系

无房户，因向前山村申请宅基地，特在《石狮日报》声明。吴永

远声明如下：本人身份证地址所在房屋已系吴良生所有，吴良

生与吴永远系父子关系。本人暂住地址为前山村，该暂住地址

系吴良生所有，属借住。本人在石狮市及外地均无住房。本人

承诺截至登报时本人确实无住房且符合“一户一宅”，如有违

反，本人自愿取消宅基地申请，并自愿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

责任。如对该声明事项有任何异议的，请在登报期间30日内向

所在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村委会将出具登报期间

无异议证明并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宅基地申请手续。

石狮市祥芝镇前山村民委员会 2018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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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村民吴升彪，男，身份证地址是祥芝镇前山村路南，系

无房户，因向前山村申请宅基地，特在《石狮日报》声明。吴升

彪声明如下：本人身份证地址所在房屋已系吴加振所有，吴加

振与吴升彪系父子关系。本人暂住地址为前山村，该暂住地址

系吴加振所有，属借住。本人在石狮市及外地均无住房。本人

承诺截至登报时本人确实无住房且符合“一户一宅”，如有违

反，本人自愿取消宅基地申请，并自愿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

责任。如对该声明事项有任何异议的，请在登报期间30日内向

所在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村委会将出具登报期间

无异议证明并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宅基地申请手续。

石狮市祥芝镇前山村民委员会 2018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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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振海服饰有限

责任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变

更为“泉州雍容华贵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现将刻有“石狮市振海

服饰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作

废。特此声明

泉州雍容华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4日

声

明

兹有仕林村村民吴珍、蔡荣以有石结构房屋一宗，地址位
于石狮市灵秀镇仕林村中区29号，东至蔡经习厝，西至蔡华良
厝，南至吴秀月厝，北至蔡天助厝。该房屋为申请人吴珍、蔡

荣以所有及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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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申请人吴珍、蔡荣以提出申请对该

房屋进行就地改造翻建，如有权属问题，一切责任由申请人

吴珍、蔡荣以承担，如对该申请事项有任何异议，请于登报

期间30天内向我村委会或政府相关单位提出，逾期视为无
异议。登报期满后将按相关规定办理翻建手续。特此声明

石狮市灵秀镇仕林村民委员会 2018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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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本村村民傅棕有危旧房屋一宗，地址位于石狮
市祥芝镇后湖村一区33号，东至傅火，西至球场，南至村
路，北至傅梁。经核实，该房屋系傅棕所有及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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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申请人傅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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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狮市祥芝镇后湖村民委员会 2018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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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杏沅建筑装饰店不慎遗

失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08月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350581MA2YHTN346，特此

声明作废。

石狮市杏沅建筑装饰店
2018年6月14日

遗
失
声
明

兹有石狮市觅寻服装店不慎遗失石

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9月26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50581MA2YLCTM3E，特此声明作

废。

石狮市觅寻服装店
2018年6月14日

遗
失
声
明

兹有石狮市胜利体育用品加工厂不

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

10月0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50581600546952，特此声明作

废。

石狮市胜利体育用品加工厂
2018年6月14日

遗
失
声
明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朝美领导人会晤
期待各方相向而行落实承诺

国际视窗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

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新

加坡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

迈出了通过对话缓解对抗和解决

朝核问题的重要一步。国际社会

认为这次会晤意义重大，取得的

成果难能可贵，期待各方以此为

契机相向而行、落实承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2

日通过发言人迪雅里克发表声明

说，朝美领导人会晤是朝鲜半岛

迈向可持续和平以及全面、可核

查无核化的重要一步，他对此表

示欢迎，落实此次会晤以及此前

达成的协议需要国际社会的耐心

和支持。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声明，

对朝美领导人发表包括朝鲜半岛

无核化承诺的联合声明表示欢

迎，并称该机构随时准备对朝鲜

进行核查。

俄罗斯外交部说，俄罗斯与

中国为解决半岛问题制定的相关

路线图已得到部分落实，俄方呼

吁各伙伴国家着手研究适当的多

边磋商模式，以期在照顾所有东

北亚国家合法权益基础上，最终

在半岛建立牢固的和平安全机

制。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发表声

明说，英国对此次具有建设性意

义的会晤表示欢迎，这是朝美两

国向维护地区和平迈出的重要一

步。

德国外长马斯发表声明说，

在长期对抗后，朝美双方走到一

起，这是朝正确方向走出的第一

步，需要继之以具体和可行的成

果。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说，朝

美双方都寻求在朝鲜半岛实现持

久和平方面取得进展，希望双方

能有一条通向实现半岛无核化和

持久和平的道路，这将是许多外

交工作的开始。

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在

数十年的互相敌对后，两国领导

人握手和微笑的画面让人赞叹。

接下来，半岛实现无核化等问题

的解决还需相关各方积极推动。

彭博社认为，此次会晤双方

释放很多善意，但也留下很多未

解问题。对于推动世界和平来

说，双方能够实现会晤本身就是

一件好事。

韩国《韩民族日报》评论说，

此次会晤开启了朝鲜半岛缓和之

势，促成朝美领导人会晤本身就

是半岛与东北亚和平的重大进

步。

印度尼西亚《罗盘报》网站报

道说，此次会晤为和平解决朝鲜

半岛问题打开了大门，国际社会

还需密切关注这次会晤的后续发

展。

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

所教授李相万认为，朝核问题敏

感复杂，绝非一次会晤就能解

决。他强调，半岛无核化仅通过

朝美两国努力是无法实现的，一

定需要国际社会参与并发挥建设

性作用，把无核化进程与构建半

岛和平机制联动推进。

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院

专家库尔蒙指出，此次会晤为朝

美关系改善打开了大门，也有利

于推动美国解除对朝鲜的制裁，

但最终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时间，

也需要双方建立互信。

（新华）

据新华社安卡拉6月12日电 跨安纳托利亚天

然气管道项目运营剪彩仪式12日在土耳其中部埃

斯基谢希尔省举行，标志着这一跨国天然气管道项

目正式开始供气。

2011年12月，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签署共同建

设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合作备忘录。

该天然气管道设计全长1850公里，途经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三国，2015年开始动工。根据备

忘录，项目建成后可以将阿塞拜疆里海天然气经土

耳其输送到欧洲国家。

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项目是“南部天然气

走廊”计划的一部分。“南部天然气走廊”是欧盟与

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的重要能源

合作项目，计划全长3500公里，旨在将阿塞拜疆里

海沙阿德尼兹油田的天然气经格鲁吉亚、土耳其等

国输入欧洲，从而实现欧洲能源供应渠道多元化。

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共建的
天然气管道在土正式投入运营

新华社平壤6月13日电
据朝中社13日报道，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12日在新加坡

朝美领导人首次会晤中接受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他访美的

邀请，同时他也邀请特朗普方

便时访问平壤，特朗普接受了

邀请。

报道说，金正恩表示，“因

为朝美两国之间存在根深蒂

固的不信任和敌对意识，产生

了很多问题”，他希望“为实现

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及无

核化，双方要承诺相互理解、

互不敌视，并采取法律、制度

上的措施为此提供保证”。

报道说，金正恩希望“双

方要为履行此次会晤中讨论

的各项问题和联合声明尽快

积极采取实践性措施”，并希

望双方首先要做出“终止刺激

和敌视对方的军事行动的决

断”。

报道还说，特朗普对金正

恩的观点表示理解，并表示愿

意在朝美进行对话期间停止

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提供安

全保证，通过对话协商使关系

改善取得进展，解除对朝制

裁。

金正恩说，如美方采取真

诚的建立互信的措施，朝方也

会相应地采取措施。

金正恩与特朗普12日在

新加坡举行两国在任领导人

史上首次会晤，并签署了一份

联合声明。根据联合声明，朝

美将努力“建立新的朝美关

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

稳定和平机制”。特朗普承诺

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

重申对“朝鲜半岛完全无核

化”的承诺。为推进落实会晤

成果，朝美将举行高级别政府

代表团谈判。

朝中社说朝美领导人接受互访邀请

6月12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
本，人们参加城市节盛装大游行。

一年一度的里斯本城市节盛
装大游行12日晚在市中心自由
大道精彩上演。盛装大游行是为
期一个月的里斯本城市节庆祝活
动的高潮，目的是向世人展示里
斯本的城市魅力。

今年共有26个方队参加盛
装游行，其中23个方队分别代表
各自社区参加竞赛评比。每个方
队的表演者均身着五彩斑斓、造
型别致的服饰，辅以各种道具，呈
现本社区最有特色的文化主题。

自由大道两边挤满数千名民
众和游客，毫不吝惜地为多姿多彩
的游行表演献上掌声和喝彩声。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也来到现
场观看游行，并不时向表演者们
致意。 （新华）

葡萄牙首都
上演城市节狂欢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
登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一种水凝
胶“创可贴”可以帮助伤口快速
愈合。

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人员从
“层粘连蛋白”获得启发，发明了
这种水凝胶。层粘连蛋白是皮
肤等人体组织中存在的一种蛋
白质，可向细胞发出信号，促使
细胞分化并黏合在一起。

在伤口愈合后，这种水凝胶
可用冷盐水冲洗掉，不会对刚愈
合的组织造成影响，而普通“创
可贴”需要经常更换，可能再次
造成创伤。

由于糖尿病患者的伤口通
常较难愈合，研究人员使用患糖
尿病的小鼠进行了动物实验。
结果显示，这种水凝胶可使伤口
愈合速度加快33％。目前的动
物实验未发现副作用，研究人员
计划进行更大规模的动物实
验。 （新华）

环球点击

新型水凝胶
可助伤口快速愈合

据新华社奥斯陆6月12日电 挪威国防部12日

发表声明说，支持从明年起大幅增加临时部署在挪

威进行训练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数。

声明说，美国从2017年1月起以轮换驻扎的形

式向挪威中部的韦恩内斯军事基地临时部署约330

名海军陆战队军人，该安排将持续至2018年年底。

如果新驻军安排得以实行，从2019年起将增加到

700人，期限为5年。

根据新计划，从明年起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人不

仅部署在挪威中部，还将部署在挪威北部的特罗姆

斯内陆地区。挪威将在2022年底对计划运行情况

进行评估，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延长。

此外，挪威国防部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美

国提出在挪威首都以南约65公里的吕格空军基地

修建能供4架战斗机使用的新基础设施，包括机库

和滑行道等，这是美国“欧洲威慑倡议”的组成部

分，已被列入美国国防部2018年度预算。挪威认为

这项投资将增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战备

能力。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12日
电 位于中国湖南张家界大峡谷

景区的玻璃桥12日在此间举办

的国际桥梁大会上斩获阿瑟�海
登奖。

大会主办方在颁奖词中说，

张家界玻璃桥为连接文化和自然

提供了一个“透明”的解决方案，

凭借透明的材质“展示了创新和

想象力”。“穿过这座桥令人激动，

透过桥面向下看需要勇气，但同

时也令人兴奋。”

国际桥梁大会自2003年起

每年颁发阿瑟�海登奖，表彰带有
创新元素的特殊桥梁建筑，如人

行步道、旅客捷运系统或非传统

建筑等。据大会评委海伦娜�拉
塞尔介绍，大会一般会在收到的

所有申请中初步选择10至20座

桥梁进行考察，最后选出最佳项

目。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董事长陈

志冬告诉记者，建造玻璃桥的想

法始于10多年前，因为不想破坏

张家界景区风貌，因此希望建造

一座能够“融入景色”的桥梁。

张家界玻璃桥于2016年投

入使用，其桥面由99块全透明玻

璃铺设，桥面总长430米、宽6米，

距谷底相对高度约300米，游客

走在桥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脚下的

悬崖峭壁，好似行在空中。

安徽芜湖长江二桥、贵州北

盘江大桥和鸭池河大桥等中国桥

梁以及中国桥梁设计师徐恭义也

分别在本次大会上获得奖项。

中国张家界玻璃桥在国际桥梁大会上获奖

新华社德黑兰6月12日电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

12日报道，伊朗议长拉里贾尼当天表示，在美国宣

布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正着手进一步放宽外国投

资限制。

拉里贾尼在当天议会会议结束后对记者说，美

国的行为已经影响外资进入伊朗，伊朗正着手采取

措施吸引外资。

关于吸引外资的具体措施，拉里贾尼说：“这也

要看美国未来几个月的动作，我们会出台更加详细

的政策框架。”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日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

议，并重启因伊核协议而豁免的对伊制裁。

当地时间6月12日上午，随
着一架中国海南航空公司的大
型宽体客机在都柏林机场起飞，
首条都柏林至北京直飞航线正
式启动。这也标志着首条连接
爱尔兰和中国大陆的直航线路
正式双向开通。

都柏林机场总经理文森特�
哈里森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这
不仅是都柏林机场值得纪念的
日子，也是爱中两国人民值得庆
贺的时刻。

爱尔兰驻华大使李修文表
示，期待直航开通能够进一步推
动两国的商务交流和民间互访。

都柏林－北京直航航线由
中国海南航空公司运营，执飞机
型为空客A330，可载290名乘
客。该航线每周4天提供往返于
两地的航班。 （新华）

爱尔兰开通
直航中国大陆线路

新华社大马士革6月12日电 据叙利亚通讯社

报道，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11日和12日连续两天

对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发动空袭，造成30名平民

死亡。

国际联盟11日空袭了哈塞克省舍达迪市东南

部的一处伊拉克难民营，造成18名平民死亡，死者

大部分是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伊拉克难民。12

日，国际联盟又对哈塞克省东南部泰勒沙耶尔的民

居发动空袭，12名平民在袭击中死亡。

报道称，国际联盟对哈塞克省南部地区的空袭

正在加剧，其目的是让由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

武装“叙利亚民主军”控制这一地区。

叙利亚外交部12日再次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和

安理会主席，谴责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犯下战争罪

和反人类罪，并呼吁安理会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责任，对这一“屠杀行为”予以谴责和制止。

2014年8月，美国开始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

国”目标实施空袭，并于当年9月把空袭范围扩大至

叙利亚境内，同月美国发起组建打击“伊斯兰国”国

际联盟，约旦、沙特和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参加了

该联盟。

挪威支持扩大
美军临时部署规模

国际联盟空袭叙东北部
30名平民死亡

据新华社联合国6月12日
电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艾

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
迪贝12日在联合国总部表示，

“中国在终止艾滋病进程中扮演

重要角色”。

西迪贝在联合国大会就联合

国艾滋病规划署有关抗击艾滋病

进程的报告后说，中国有关建设

健康社会的理念不仅仅是针对疾

病的理念，而是建设健康生活方

式的理念。中国重视教育，努力

对卫生、环境、体育等问题进行综

合治理，这不单单是针对传染病，

也有利于解决诸如心脏病、糖尿

病等非传染性疾病。这种生活方

式的综合性治理不但对中国，对

全世界都有帮助。

他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

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医务

人员曾经对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

给予了极大帮助，艾滋病规划署

正在非洲建设一个200万人的社

区医疗队伍，这是从中国的“赤脚

医生”体系得到的灵感。在对社

区医疗队伍的培训方面，联合国

需要中国的帮助。

西迪贝在云南考察时曾对中

国社会组织参与、多部门合作开

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给予高度评

价，并表示对中国实现“三个

90％”目标充满信心——即到

2020年9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自身知情，90％知情的感染者

获得治疗及90％接受治疗的人体

内病毒受到抑制。

中国每年为数千万名进行无

偿献血、术前检测和孕产期检查

等的普通人群提供艾滋病病毒检

测，建立起全球最大、覆盖最广的

艾滋病实验室网络之一。数据显

示，2016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检测

量占全球检测总量的三分之一。

2014年在墨尔本召开的第

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联合国

艾滋病规划署提出了“2030年终

结艾滋病”的愿景，并提出“三个

90％”防治目标。若实现“三个

90％”，就能达到70％以上的感染

者的病毒水平下降，传播风险也

会降低，从而让艾滋病疫情呈螺

旋式下降。

联合国官员：中国在终止艾滋病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伊朗议长说伊朗正着手
放宽外国投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