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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高等法院决定释放前总统特梅尔
新华社圣保罗 5月 14日电
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高等法院
第六专门小组 14日作出临时决
定，给予前总统特梅尔人身保护
令，将其立即释放。这一临时决
定将在里约热内卢的刑事法庭法
官签字之后生效，特梅尔将暂时
重获自由。
巴西高等法院第六专门小组
的5名成员中有一人因故未参加

环球博览

当天的表决，其他4人均支持释放
特梅尔。该小组成员之一安东尼
奥 萨尔达尼亚说，并无令人信服
的证据证明特梅尔会妨碍调查或
继续犯罪，而这正是此前法官下
令在审判前便将其监禁的理由。
除决定释放特梅尔外，第六专
门小组还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来
替代对他的监禁，这些针对特梅尔
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其他正在接受

调查的人员接触、禁止变更住址或
出国、要求上交护照、要求不得与
该案有关的法律实体接触等。
巴西高等法院第六专门小组
还将对特梅尔的人身保护令作出
最终裁决，但作出裁决的日期尚
未确定。
今年3月21日，特梅尔因涉
嫌领导一个“犯罪组织”收受巨额
贿赂而在圣保罗市被捕。他和其

余涉案人员否认犯罪。3月 25
日，一名法官以继续羁押特梅尔
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将其释放。5
月8日，里约热内卢第二联邦法院
决定撤销特梅尔的人身保护令，
判决他应再度被监禁。5月9日，
特梅尔自行前往巴西联邦警察局
圣保罗分局。
检方称，特梅尔从事公务40
年间“经营”这一“犯罪组织”，收

取或安排贿赂合计金额超过18亿
雷亚尔（约合4.75亿美元）。
巴西 2014年 3月启动“洗车
行动”大规模反腐调查，涉案人员
包括众多政界、商界人士。时任
总统特梅尔于2017年成为调查对
象，遭检方起诉，但国会众议院表
决不予停职、不交予司法审理。
特梅尔2018年年底结束任期，不
再享有在任总统特权。

美部分议员提法案限制中国公民赴美学习和学术交流

2018 年中国能源投资
全球最高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
际能源署5月14日发布《世界
能源投资报告 2019》说，2018
年全球能源投资总额超过1.8
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能源投
资额居全球首位。
根据报告，过去一年，中
国能源投资总额达 3810亿美
元，比美国多300亿美元；美国
在能源领域的投资较上年增
加约170亿美元，增量为全球
最高；印度的增量紧随美国之
后。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
比罗尔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
随着市场、政策和科技发生转
变，能源投资当前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不确定性，全世界没有
足够的投资来维持当前的消
费模式，且在清洁能源技术方
面投资不足。
（新华）

美国部分国会议员5月14日
提出一份法案，拟限制部分中国公
民赴美学习或进行学术交流。这
一做法凸显一些美国政客对中美
间正常人员往来的无端忌惮。
这份法案称，对于所有申请赴
美学习或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国公
民，若其研究学科在美国“商业管

制清单”中，签证官应征询“安全咨
询意见”，即将申请人材料寄回华
盛顿，以对申请人进行额外审查。
不仅如此，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
院停止对与中国军方相关的人员发
放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签证，并称美
国国会认为“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
兰、英国也应该采取相似措施”。

参与起草法案的议员不少是
国会“强硬派”，包括艾奥瓦州参议
员查克 格拉斯利、阿肯色州参议
员汤姆 科顿、得克萨斯州参议员
特德 克鲁兹等。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联邦调查
局等执法机构突然注销多名中国
学者的美国签证，使其赴美正常学

术交流计划受到影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
示，人员往来是促进中美两国间各
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中美双
方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使两国
人员往来更加便利，进而为两国各
领域交流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新华）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仟戈服装商行不

慎遗失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7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50581MA2YEQ8266，特 此 声
明作废。
石狮市仟戈服装商行
2019年5月16日

联合国欢迎胡塞武装
移交也门港口
5月14日，在也门荷台达港，一艘货轮停在港口。
联合国领导的重新部署协调委员会14日
发表声明说，欢迎胡塞武装将也门港口移交给
海岸警卫队。
（新华）

普京会见蓬佩奥 双方表示希望恢复俄美关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4日在
俄西南部城市索契会见了来访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双方在会谈
中均表示希望恢复两国关系。
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公告说，
普京在会谈中表示，他近日与美国
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得到的印象
是，特朗普有意恢复美俄之间的关
系和接触，有意共同解决双方均感
兴趣的问题。普京说，俄方此前曾
多次表示愿意全面恢复与美国的
关系。
普京认为，俄美在维护战略
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

兹有石狮市天生化工有
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135058161193251X1）不慎遗
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9失福建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
游 天天发团
代码：
3
5
0
0
1
7
1
1
6
0
，
发票号码：
春秋游、国内游、境外游、 02881178，开票日期：2019年3
会议考察等，
月24日，金额：91375元，特此
欢迎来电咨询
声明作废。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全国百强旅行社

石狮假日国旅

假日国旅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
中巴司机（B1证、上岗证、
本地户籍）、A1证大客车驾驶
员18959932923

特朗普否认
美国制定出兵中东计划
新华社华盛顿5月14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14日说，美国目前没有向中东地区大规模调遣军
力的计划，媒体此前的相关报道为“虚假新闻”。
美国《纽约时报》13日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
道说，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已向白宫递交针对伊
朗的军事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一旦伊朗攻击
美军或加速研发核武器项目，美国将调遣至多12
万美军前往中东地区。
特朗普14日在启程赴路易斯安那州前对记
者说，美国目前没有类似计划，《纽约时报》的报道
是“虚假新闻”。特朗普同时称，美国不希望被迫
做出这种计划，但是如果有相关计划，美国将会派
出更多兵力。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宣布不再给予部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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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宣布制裁伊朗钢铁、铝、铜等产
业。此外，美国还宣布向中东地区部署“亚伯拉
罕 林肯”号航母战斗群、B-52战略轰炸机和船坞
运输舰等以应对“伊朗威胁”。

默克尔：
德国将在
2038 年停用煤电
新华社柏林5月14日电 德国总理默克尔14

叙利亚政府军在哈马省等地
军事行动取得进展
新华社大马士革5月14日电 叙利亚军方消

散、解决地区危机、打击有组织
犯罪、解决生态和贫困等问题方
面拥有共同利益。两国可在稳
定世界能源市场等方面开展协
作。
普京还说，美国联邦特别检
察官米勒有关特朗普“通俄”的
调查结果总体客观，证实俄罗斯
与特朗普政府之间没有任何串
通。
蓬佩奥在会谈中说，美俄拥有
共同利益和能够进行合作的共同
问题，这是特朗普总统委托他转达
的信息。他还说，美俄可在朝鲜半

岛问题、阿富汗问题和战略对话等
方面开展合作。
蓬佩奥14日首次以美国国务
卿身份访问俄罗斯。当天早些时
候，他与俄外长拉夫罗夫在索契举
行了会谈。蓬佩奥表示，会谈“富
有成果”，双方讨论了两国目前尚
未达成共识的外交问题和共同关
心的其他问题。
拉夫罗夫在会谈后举行的联
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双方详细讨论
了俄美双边关系现状，并就委内瑞
拉、朝鲜半岛、叙利亚、乌克兰、阿
富汗等国家和地区局势以及伊核

协议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
了意见。
拉夫罗夫表示，双方商定恢复
两国间此前被冻结的交流渠道。
俄方有意恢复与美方在战略稳定
方面的专业性对话。此外，俄方还
向蓬佩奥递交了有关采取措施推
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备忘录，以供美
方进行研究。
受乌克兰问题、俄前特工“中
毒”案以及美俄先后暂停履行《中
导条约》等事件影响，俄美两国关
系近年来持续紧张。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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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陶达不慎遗失石狮
兹有聂志民不慎遗失石
兹有石狮市湖滨街道湖 文字类 板块类
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狮世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边社区王涛、林凉凉夫妇不慎
旅 游 遗失声明 司专用票据（溢缴款），
号码： 开具的收款收据，号码：
遗失2001年10月31日办理的
FJ000088741089，金额：
SM0004346，金额：15000元， 独生子女证，证号：

人才市场

环球点击

日表示，德国将在2038年前逐步淘汰燃煤发电，
并称这是一项“壮举”，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近年来，德国积极推动能源转型，大力发展可
再生能源，提出要在205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
例提至80%。相应地，德国计划2022年前关闭所
有核电站，煤电淘汰计划也在逐步推进。
默克尔14日在“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会议上
还表示，德国要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
放，通过植树造林、碳捕捉等方式抵消碳排放。她
强调，发展可再生能源会对减排作出重要贡献。

小米在印度推出
智能手机自动售货机

记者5月15日从小米印度
公司获悉，为方便顾客购买手
机、继续拓展线下零售业务，
公司在印度推出了智能手机
自动售货机。
这款名为“米快递”的自
动售货机库存容量近200件，
包括智能手机和大小相当的
手机配件等。消费者可以使
用智能手机支付、现金、借记
卡、信用卡等方式进行支付。
目前，首台“米快递”自动
售货机已在印度南部城市班
加罗尔投入使用。按照计划，
未来数月小米将在印度大城
市的地铁站、机场和购物中心
等公共区域持续投放这款自
动售货机。
小米于 2014年进入印度
市场，目前是印度市场份额最
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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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49元，收款日期：2018年
12月31日，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陶达不慎遗失石狮
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专用票据（定金），号码：
FJ00008878897，金额：100000
元，收款日期：2018年12月30
日，特此声明作废。

刊登地址:
石狮市学府路1188号石狮日报社
服务热线：88795808
●每方块面积：2.5cm×2cm；
出租
香江路标准厂房2000平方米，另有金盛路南 ●标准价格：
洋国际边写字楼6层，每层260平方米。以上 1-5次，50元/方块；
水电客梯齐全，交通方便。香江路中国移动边 10次以上，45元/方块；
沿街店面一间40平方米。电话：13960219755 ●套红加收25%

房产超市

综合

开票日期：2018年12年2日， 0202081，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福建省羊程冷链物
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
输证，车牌号：闽C9228挂，
车辆营运证号码：
350581013519，特 此 声 明 作
废。

规格为00元
:
:
标题每字 4元 48..25ccmm 33ccmm每次1
每次200元
五次以内每字 1.5元 连续刊登 3次送
5次
五次以上每字 1.2元 送 2次;刊登 10次送1次;5刊登次;刊登
十次以上每字 1元 20次送 10次。

套红另加收 25%;指定位置另加收 20%;所有的
分类广告标题两字起刊登,内容中的标点符号不
能省略;固定电话算四个字,手机算六个字。
注:所有广告需刊前付款。

息人士14日告诉新华社记者，叙政府军当天继续
在哈马省北部、伊德利卜省南部进行军事行动，并
收复了哈马省西北部加卜平原部分地区。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叙军方消息人士表示，
政府军成功包围当地数个村镇内的反对派武装，
其中包括极端组织“征服阵线”。自上月底在哈马
省北部、伊德利卜省南部展开军事行动以来，叙政
府军已收复了13座城镇。
“征服阵线”前身是“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
“支持阵线”，2016年7月更名并宣称与“基地”组
织脱离关系，但该组织仍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恐怖
组织。2017年1月，“征服阵线”和多个反对派组
织合并组建“沙姆解放组织”并在其中起主导作
用。

美国玩具协会反对美政府
对华加征关税
新华社纽约5月14日电 美国玩具协会14日

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威胁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
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此举“将对美国家庭、
就业和企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美国玩具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 帕
谢尔布在声明中表示，新增关税将大幅增加玩具
成本，重创美国公司特别是小企业，并将导致美国
丧失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他强调，加征关税只会导致消费价格增加、企
业利润减少，致使美国家庭和企业为之付出代价。
美国玩具协会成立于 1916年，总部位于纽
约，是非营利性行业协会，代表美国玩具、游戏和
青少年娱乐产品等行业。

公告

因原狮城影剧院内（民生路441号）附属楼年久失
修，存在安全隐患，近日将进行整修，请附属楼五楼原
租主自公告之日起五日内自行清理，逾期未清理，石
狮电影发展中心将视为无主物品予以清理。
特此公告
石狮市电影发展中心
2019年5月16日
兹有石狮市黄火小吃店不慎遗失石狮市工
遗 商行政管理局2
014年7月21日核发的《营业执
副本，注册号：350581600524201，特此声
失 照》正、
声 明作废。
石狮市黄火小吃店
明
2019年5月16日

遗
失
声
明
声
明

兹有林劝苏不慎遗失其父林诗雷（已故）的自建
房屋，址在石狮市永宁镇永宁第三社区小学前11号
（原中学前）的《建筑房屋动用土地证明书》
NO.0010794；四至为：东至门口50厘米，西至壁外50
厘米，南至壁外50厘米，北至壁外50厘米。特此声明
声明人:林劝苏
2019年5月16日
兹有“石狮市众辉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因公章变
形缺损，本公司现将刻有“石狮市众辉驾驶培训有限
公司”的旧公章作废。特此声明
石狮市众辉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