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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梦忠、张贵秀夫妇因
女儿袁若兰的出生医学证明
被焚毁，证号：F350194904，
声明作废。

挂失人：袁梦忠 张贵秀2017年3月3日

本人遗失他项权证，
号码：(安房他证福安字第
0320150119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兰奶铃
2017年3月3日

本人遗失他项权证，号码：(安房他证福
安字第0120150263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兰奶铃
2017年3月3日

薛晓华、刘爱华夫妇遗失
儿子薛熠的医学出生证明，证
号：J350163886，声明作废。

挂失人：薛晓华 刘爱华
2017年3月3日

陈杰、杨赛琴遗失女儿
陈静怡的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J350455766，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杰 杨赛琴
2017年3月3日

本 公 司 （ 税 号 ：
91350921070860348P）丢失税控盘一
个，盘号44—66160411200，声明作废。
福建省霞浦县祝盛石雕工艺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日

本人遗失一本道路运输证，证
号：350982000120，声明作废。

挂失人：黄兴
2017年3月3日

本人遗失助理工程
师证，证号：闽 C809—
03593，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茂兴
2017年3月3日

本人遗失 99 届闽西职业大学学
校计算机应用与维护专业毕业的毕业
证，证号：00973223，声明作废。

挂失人：李恒
2017年3月3日

遗失声明

本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号码为：350902200410，声明作废。
宁德市龙辉达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日
本人遗失货运从业资格证，证号：3509820020008003001，声明作废。

挂失人：高全贵
2017年3月3日遗 失 声 明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1日电（记者 高
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1 日发布 2017
年贸易政策议程报告，强调特朗普政府将
强力维护美国在贸易政策事务上的主权，
不会受制于世贸组织裁决。

这份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美国
国会提交的年度贸易政策议程报告列出
了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四大重点：维护
美国贸易政策主权、严格执行美国贸易
法、利用杠杆打开外国市场、就新的更好
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谈到贸易政策主权时，报告指出，美
国并不直接受制于世贸组织裁决，即便世

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或上诉机构裁定美
国败诉，也不必定导致美国改变法律法
规，因此，特朗普政府将在贸易政策事务
上强力维护美国主权。

但被记者问及这份报告是否意味着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无视世贸组织裁决时，
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在当天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予以否认。他还表示，由于美
国贸易代表提名人罗伯特·莱特希泽的任
命尚未获得国会批准，现在讨论美国贸易
政策为时尚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
表示，等美国贸易代表上任后，该部门将
向国会提交更详细的贸易政策议程报告。

报告还指出，通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TPP），特朗普发出了美国将对
贸易议题采取全新应对方式的清晰信号，
同时这也为美国与 TPP 成员展开潜在双
边贸易谈判铺平了道路。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国家贸易委员
会主任彼得·纳瓦罗已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工作人员准备绕开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机制对贸易伙伴采取单边措施的清单。

美国贸易专家担心，如果美国抛弃世
贸组织走向单边主义，将严重损害多边贸
易体系的效力和信誉，加大美国与其他贸
易伙伴之间爆发贸易冲突的风险。

特朗普政府说美国不受制于世贸组织裁决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2日电（记者 胡晓光）俄
罗斯民意调查机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2日公布
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俄总统普京的民意支持
率在 2月最后一周达到 86.1%，是今年以来的最高周
平均值。

数据还显示，1 月一整月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一
直在85%左右，2月第一周为85%。

此外，俄总理梅德韦杰夫的民意支持率也从 2
月初的57.4%上升至2月末的60.7%。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每天通过电话抽取不少
于 80 个联邦主体的 600 位居民进行调查，然后计算
出7天的平均值。最大误差值不超过1.9%。

新华社雅加达3月2日电（郑世波）印度尼西亚
外交部发言人阿尔马纳塔·纳西尔 2日表示，近年来
中国企业对印尼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印尼期待与中
国加强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合作。

纳西尔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印尼和
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保持着良好关系。印尼希望
更多中企积极投资印尼的高速公路、码头、机场等基
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和矿业领域。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纳西尔表示，希望
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
对接，使印尼能够更多获益。

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中国
内地 2016 年全年对印尼直接投资 26.65 亿美元，投
资额在全球 121 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三，较 2015
年增长324%。

俄民调说

普京民意支持率超过86%

印尼期待与中国加强基建合作

3月1日，在肯尼亚的莱基皮亚郡，一名牧民站在水坑中为牲畜取水。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称，肯尼亚正遭遇严重的干旱，超过200万人面临粮食危机。据肯尼亚媒体报道，在去年10月至

12月雨季期间，肯尼亚境内降雨量远不及往年同期平均水平，旱情已严重影响数百万民众的生产生活。
新华社记者 潘思危 摄

法国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
瓦·菲永深陷其中的“空饷门”事件 1 日出
现新变化。菲永当日公开承认，他将于本
月 15日接受司法传讯，但同时表示司法部
门的做法是“政治谋杀”，他绝不退选，并
呼吁选民继续支持他。

菲永的妻子和子女涉嫌领取“空饷”，
此事能否导致菲永遭受司法指控并退出
大选受到各方关注。法国选举进程也可
能因此出现新变数。

一石激起千层浪

菲永将接受传讯的消息以及他对司
法部门的批评在法国政界等引发强烈反
应。菲永阵营开始出现分裂：他旗下大将
之一布鲁诺·勒梅尔宣布辞去菲永竞选团
队欧盟和国际事务代表一职，并称菲永继
续参选有违政治诚信；法国中间派政党独
立民主联盟宣布暂停支持菲永。

在菲永所属的共和党阵营内，要求在

大选正式开始前“换将”、由另一老牌政治
人物阿兰·朱佩取代菲永竞选总统的声音
再次高涨。另一方面，较有影响力的人物
——法兰西岛大区主席瓦莱丽·佩克莱斯
仍力挺菲永，并计划于本周日在巴黎组织
支持菲永的游行。

围绕菲永对司法部门的批评，属于左
派社会党阵营的法国总统奥朗德 1 日表
示，他反对菲永对于司法部门的质疑，并
强调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并未赋予一个人
怀疑警方和司法部门工作的权利，更不用
说对司法部门提出“极其严重”的指控。
法国司法部也发表新闻公报说，法官们的
决定完全是依法独立作出，没有受到任何
一方的影响。

菲永的竞选对手们也纷纷借机批评
菲永。法国总统选举热门候选人、号称
跨越左右阵营之分的“前进”运动主席埃
马纽埃尔·马克龙称菲永“失去冷静”，主
张继续对菲永进行司法调查；社会党候
选人伯努瓦·阿蒙表示，菲永对司法部门

的批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力行为”。

会否被控是焦点

菲永在本月 15 日被传讯后，会否受
到司法部门指控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近
一个月来，“空饷门”持续发酵，菲永选
情原本已出现止跌之势。3 月 1 日公布
的最新民调显示，菲永在总统选举首轮
投票中预计获得的选票虽落后于极右翼
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和马
克龙，但微涨了 0.5%而达到 21.5%。但
是，菲永如受到指控，其支持率很可能遭
到重创。

一方面，受到司法指控必然会导致选
民们对菲永的不信任和失望再次增加；另
一方面，菲永 2月初曾声称若受到指控，他
将退出总统大选，而从他近期的表现看，
他将选战“进行到底”的意愿又十分强
烈。若真的受到司法指控，菲永将面临进
退两难的境地：退，他很不甘心；留，恐难

挽人心。如果菲永真的在大势已去的情
况下退选，共和党换人参选总统，整个大
选的格局又可能出现新变数。

据法律界人士介绍，由于菲永仍是
国会议员，按照法国宪法规定，逮捕或限
制议员人身自由，一般情况下需经过国
会同意。既使菲永被正式指控，也不能
立刻监禁他或限制其人身自由，所以他
仍能够参选总统。如果竞选总统成功，
因总统享有豁免权，司法调查将在任职
期间中止。

尽管菲永的选情较为不利，但法国宪
法委员会 1 日披露的信息显示，当日菲永
已收集到 740 多个议员或市长的支持签
名，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率先获得批准。
法国内阁早先通过的 2017 年总统选举法
令规定，总统候选人需要征集 500 名议员
或市长支持签名才能正式参选，征集签名
的截止时间为3月17日。

□ 新华社记者 韩冰 应强
（新华社巴黎3月1日电）

法国选举：“空饷门”或改变选情

新华社平壤3月2日电（记者 郭
一娜 吴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
言人 2 日谴责美国与韩国举行针对朝
鲜的联合军演，表示将采取超强硬反
制措施予以应对。

据朝中社报道，发言人当天发表
谈话说，1 日开始的美韩联合军演为
史上最大规模，美国投入核动力航母
战斗群、核潜艇等各类战略武器。美
韩还公开表示，在今年举行的一系列
联合军演中将进一步完善旨在对朝
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 4D 作战计划，
并举行模拟部署“萨德”系统的有关
训练。

发言人指出，美国从去年年底秘
密向韩国运进 600 万吨以上弹药和装
备，近期还制定紧急疏散驻韩美军家
属等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此次联合
军演更具危险性。

发言人说，美韩强行举行侵朝核
战争演习，朝鲜军队将采取超强硬反
制措施予以应对。朝鲜武装力量时刻
保持临战状态。盲目追随美国敌朝政
策、参加此次演习的仆从势力也将成
为朝鲜军队的打击目标。

韩国国防部 1 日宣布，代号“秃
鹫”的韩美联合军演当天开始。自
1953 年朝鲜半岛停战以来，韩美每年
都会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其中包括
二三月份举行的“关键决断”“秃鹫”联
合军演和八九月份的“乙支自由卫士”
演习。朝鲜对韩美联合军演表示强烈
不满，一直把韩美军演视作敌视朝鲜
的威胁性举动。

朝鲜说将超强硬
应对美韩军演

苏丹新总理誓言致力于
实 现 国 家 安 全 稳 定

据新华社喀土穆3月 2日电（记
者 李紫恒）苏丹第一副总统巴克里 2
日宣誓就任总理，承诺新政府的目标
将侧重于实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以
及苏丹的繁荣与振兴。

巴克里在宣誓仪式上表示，新政
府将以参加苏丹全国对话会议的所有
政治派别和地区武装等各方力量为基
础而共同组建。他还说，新政府将执
行和落实全国对话会议所取得的各项
成果。

苏丹总统巴希尔 1 日任命巴克里
为政府总理。根据该决定，巴克里将
同时担任第一副总统和总理。

巴克里来自执政的全国大会党，
2013 年 12 月出任苏丹第一副总统。
此前，他曾先后任苏丹国家安全局局
长、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内政部长和国
防部长等职。

（上接A1版）努力寻求全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画出
民心民愿的最大同心圆，我们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凝聚起强大正能量。

2017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加强政治引领，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迎接十九大、服务十
九大、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是人民政协贯穿全
年的重大政治任务。2017 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
划的重要一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
年。围绕“十三五”规划实施建言献策，是今年政协
履职尽责的工作主线。聚焦中央重大战略部署、聚
焦改革领域突出问题、聚焦群众关切热点难点，多进
诤言、多谋良策、多出实招，为党和政府提供参考，为
改革发展增添助力，相信人民政协一定能够做好思
想引导、汇聚力量、议政建言、服务大局的各项工作。

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重要职能，是人民政协服
务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方面。政协民主监督是在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
上，依据政协章程，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
的协商式监督，协商是方式和原则，监督是手段和途
径，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团结、凝心
聚力是目的。开展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活动应坚持民主
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设身处地多提建设性意见。不存
旁观之心、不为敷衍之事，做到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我们一定能够在扎实推进民主
监督中增进共识、凝聚人心、汇集力量。

这次会议是本届全国政协的最后一次全体会
议。期待各位委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再接再厉、不负重托、不辱使
命，以积极向上的热忱、求真务实的态度，平等进行
讨论、坦率提出意见，开好本次大会，发出更多中国
好声音，为迎接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宏伟目标凝心聚力。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载3月3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新华社伦敦3月1日电（记者 桂涛）
英国议会上院 1 日晚投票，要求政府在

“脱欧”法案中加入“保障在英居留欧盟公
民权利”的相关内容。

当晚，上院议员以 358 票支持、256 票
反对通过这一修正案，这是英国政府向议
会提交“脱欧”法案以来首次受挫。英政
府随即对投票结果表示失望。

投票支持通过修正案的议员表示，
在英居留的欧盟公民和在欧盟居留的英
国公民有权尽早知道，英国“脱欧”是否

会影响他们的居留、医疗等各项权利，他
们的权益不应被作为英欧“脱欧”谈判的
筹码。

按照英国议会程序，经上院议员修正
的“脱欧”法案将发还下院继续讨论，上院
提出的修正案有可能被下院投票推翻。
如果上下两院始终无法就“脱欧”法案内
容达成一致，根据英国《议会法案》，下院
有权绕过上院直接通过法案。

目前约有 300 万欧盟其他国家公民
在英居留，100 万英国公民在欧盟其他国

家居留。舆论认为，上院提出的这一修正
案旨在通过对等待遇，保障“脱欧”后在欧
盟国家居留的英国公民权利。

今年 1 月，英国最高法院就“脱欧”程
序案作出终审宣判，要求政府在启动“脱
欧”前须经议会批准。政府随后向议会
提交一份简短法案，寻求议会批准政府
如期启动《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正式开
始“脱欧”。

英国政府此前表示，将在 3 月底前启
动“脱欧”程序。

英议会上院要求“脱欧”法案保障在英居留的欧盟公民权利

土耳其表示将打击
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

据新华社安卡拉3月 2日电（记者 秦彦洋 施
春）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 2 日表示，土耳其
将对叙利亚北部古城曼比季的库尔德武装力量进行
打击，除非其主动撤离。

目前，占据曼比季的为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
党及其下属武装组织“人民保护部队”，土耳其将其
视作恐怖组织，认为他们是土国内反政府组织“库尔
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占据
曼比季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必须撤离。

古城曼比季地处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省，东距
幼发拉底河约 30 公里，北距土叙边界不足 30 公里。
该城曾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长期占据，又在 2016
年8月易手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