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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苏树春，有坐落于周宁县狮城
镇罗汉亭 1-6 层不动产，土地面积 60.72
㎡，因保管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挂失人：苏树春
2017年8月22日

本商行遗失2013年4月19日由周宁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证号：350925600004993，声明作废。

周宁县咸村杰晟通讯商行
2017年8月22日

本商行遗失 2014 年 12 月 23 日由福
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证号350981600143862，声明作废

福安市百家家具商行
2017年8月22日

本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鼎新时代支行核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证
号：G1035098200118350I，声明作废。

福鼎市崇澜茶业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林韩通、黄梦珊夫妇遗失女
儿林欣瑶的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O350759516，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韩通 黄梦珊
2017年8月22日

吴艳芳遗失女儿吴
茹梦的出生证明，证号：
O350342258声明作废。

挂失人：吴艳芳
2017年8 月22日

本人苏树春，有坐落于周宁县狮城镇罗汉亭
1-6层不动产，建筑面积359.49㎡【周房权证狮城
字第1268号】因保管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挂失人：苏树春
2017年8月22日

本店遗失 2006 年 11 月 24 日由寿宁县国家
税务局、寿宁县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352229730807001，声明作废。

寿宁县鳌阳镇大全灯饰商店
2017年8 月22日

本公司遗失公章，章文：福
建中地建设有限公司，编号：
3522030009266，声明作废。

福建中地建设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本公司遗失 2015 年 6 月 29 日由宁德市东
侨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350902M00009NX1,声明作废。

宁德柏川服饰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本人遗失福建省就业失业登
记 证 一 本 ， 编 号 为
3509260010000283，现声明作废。

声明人：苏慧平
2017年8 月22日

遗失
声明

正值夏日度假期，但接连发生的恐怖
袭击却让欧洲这个暑假过得很不太平。

西班牙巴塞罗那和芬兰图尔库 17 日
和18日接连发生恐怖袭击，让欧洲大陆安
全局势骤紧，反恐部门对涉事人员的追击
更充斥着新闻头条，对尚未从伦敦、巴黎、
布鲁塞尔等恐袭事件中恢复的欧洲来说，
这个血色夏季凸显的是难破的反恐困局。

【新闻事实】

18日下午，芬兰西南部城市图尔库市
中心两个地点连续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导
致 2 人死亡、8 人受伤。芬兰已逮捕一名
18岁摩洛哥籍嫌疑人。

一天以前，巴塞罗那市中心兰布拉斯
步行街上一辆白色厢式货车高速冲向行
人，造成 14 人死亡，100 余人受伤。数小
时后，坎布里尔斯又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
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

西班牙警方目前正在全力调查袭击
事件。警方认为，一个拥有12名成员的恐
怖团伙参与制造了这两次恐袭，其中 5 人
被打死，4 人被抓获。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已宣称制造了巴塞罗那恐袭。

【深度分析】

与以往的“独狼”式恐袭不同，巴塞罗
那恐袭是一个由 12 名成员组成的团伙所
为，有预谋，有组织，其危害性更大。

这一袭击更显示欧洲恐怖主义“本土
化”趋势明显。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显示，
数千名曾在“伊斯兰国”黑色旗帜下战斗
过的极端分子已返回欧洲，他们是令人恐

怖的“定时炸弹”，亦是播撒极端主义的
“种子”。

欧洲各国的反恐，无异于是一场规模
空前的“排雷行动”，形势极为严峻。巴塞
罗那喋血是欧洲的新伤口，但新的恐袭或
许“已在路上”。

面对当前愈加严峻的反恐形势，马德
里埃尔卡诺学院国际恐怖主义专家雷伊
纳雷斯表示，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需要制定
并开展多层面的计划，不仅要求国家机构
介入，也需要社会领域积极参与，随时向
执法部门报告激进化群体出现。

【第一评论】

欧洲再遭恐袭，举世皆惊。几年来，
从巴黎到柏林，从尼斯到斯德哥尔摩，从
不列颠群岛到眼下的伊比利亚半岛，恐怖
主义肆虐欧洲，无辜民众的伤口在滴血。

欧洲怎么办？首先是要反思中东政
策。新世纪以来，欧洲跟着美国人后面搞
乱了与自己一水相隔的西亚北非，结果让

“伊斯兰国”乘机做大，失去控制的中东成
为恐袭与难民潮的发源地，欧洲成为受害
者。

其次是要标本兼治用猛药，要从发展
经济、社会管理、移民政策与社会融合等
方面下大气力、用真功夫。

【背景链接】

除了西班牙和芬兰以外，今年夏季恐
怖分子还把矛头对准了英国、法国等欧洲
国家。

5 月 22 日，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发

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 22 人死
亡、66 人受伤。“伊斯兰国”宣称实施了
袭击。

6 月 3 日，伦敦泰晤士河上伦敦桥附
近发生袭击事件，一辆货车冲撞行人，袭
击者随后弃车并持刀伤人，造成至少 7 人
死亡、48人受伤。

6 月 6 日，法国巴黎圣母院前广场发

生一名男子持械袭警事件。这名男子自
称是“伊斯兰国”成员。

8月9日，法国巴黎近郊的勒瓦卢瓦-
佩雷市市政府附近发生一起车辆冲撞军
人事件，造成6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
严重。

□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欧洲血色夏季 反恐困局难破

8月20日，西班牙警察在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附近执勤。
17日，位于巴塞罗那市中心的兰布拉斯步行街发生货车撞人恐怖袭击事件，当天夜

间，在巴塞罗那以南100多公里处的坎布里尔斯镇又发生一起类似袭击事件。两起事
件共造成14名平民死亡、100多人受伤。西班牙警方说，恐怖团伙原计划制造一起更
大规模的恐袭，目的是炸毁巴塞罗那地标建筑圣家族大教堂。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 摄

8月21日，美国海军“约翰·S·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抵达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附近海域。 新华社 发（邓智炜 摄）

新华社华盛顿8月20日电（记者 周
而捷 陆佳飞）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
份声明中说，日本时间21日早晨美国海
军“约翰·S·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新
加坡东部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事故造
成10名船员失踪、5人受伤。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声明中说，日
本标准时间 21 日 6 时 24 分，“麦凯恩”
号导弹驱逐舰与一艘商船在新加坡东

部海域相撞。初步报告显示，事故造成
“麦凯恩”号左舷侧损毁。事故发生后，
“麦凯恩”号继续依靠自身动力前往新
加坡。

美国海军说，事故造成10名船员失
踪、5人受伤，搜寻和救援工作正在进行
中。新加坡方面派出的救援力量已在事
故发生海域协助搜救。

今年 6 月 17 日，美国海军“菲茨

杰拉德”号驱逐舰与一艘菲律宾籍货
船在日本横须贺港西南方向 100 公里
处水域相撞。事故造成 7 名美军人员
失踪，包括舰长在内的 3 人受伤。美
国国防部 8 月 17 日说，美国海军准备
处分“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撞船并
致 7 名美军死亡的所有当事官兵，将
撤销舰长和舰上另外两名高级指挥
官职务。

美海军驱逐舰在新加坡附近海域与商船相撞
致10人失踪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9月
在中国福建厦门举行。俄罗斯卡累利阿
共和国行政长官阿尔图尔·帕尔芬奇科夫
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卡累
利阿共和国与中国福建省正在筹备建立
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预计将在厦门会晤期
间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帕尔芬奇科夫说，卡累利阿和福建
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地均有丰富的林
业、矿业和旅游资源，两地在自动化机
械、信息技术、文化教育等领域也有很
大合作空间。目前双方筹建友好合作
伙伴关系的相关准备工作已进入收尾
阶段，希望能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
会晤期间顺利签署协议，并尽快实施相
关合作项目。

据帕尔芬奇科夫介绍，卡累利阿具有

良好的铁路、海运等物流条件，与俄罗斯
境内莫斯科、圣彼得堡、摩尔曼斯克等城
市以及邻国芬兰的交通联系密切，在吸引
外资和游客方面有很大优势。他相信，卡
累利阿对中国游客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
不但风景优美，同时也是深受中国观众喜
爱的苏联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故事
的发生地和拍摄地。目前，卡累利阿正与
中国有关方面洽谈开发适合中国游客的
旅游项目及线路。

谈及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帕尔芬

奇科夫表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
砖银行）对卡累利阿共和国境内的别洛
巴罗什水电站项目提供融资，是金砖国
家务实合作的典范。别洛巴罗什 1、2 号
小型水电站项目目前进展顺利，该项目
于 2016 年 10 月正式开工，电站总装机
容量为 50 兆瓦，预计于 2019 年年底完
工。“水电站的建设对促进当地经济大
有裨益。参与项目建设的工人主要来
自当地，这就系统保证了当地就业。”帕
尔芬奇科夫说。

对于金砖国家之间的全方位合作前
景，帕尔芬奇科夫十分乐观。他表示，金
砖机制为成员国开展合作以及促进各自
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平台，未来将
发挥更大作用。

“在卡累利阿建设水电站，正是金砖
合作成果的具体体现。我相信峰会能让
我们彼此间合作迈出新的步伐，开启新篇
章。”帕尔芬奇科夫说。
□ 新华社记者 鲁金博 廖冰清 史秀丽

（新华社俄罗斯彼得罗扎沃茨克8月21日电）

厦门会晤将为中俄地区合作开启新篇章
——访俄罗斯卡累利阿共和国行政长官阿尔图尔·帕尔芬奇科夫

这是8月20日在泰国清迈府堆沙革县拍摄的事
故现场（手机照片）。

据中国驻清迈总领馆消息，当地时间20日下午
4时30分，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旅游面包车在清迈
府堆沙革县的省际公路上与一辆皮卡相撞。事故造
成11名中国游客受伤，其中5人受伤严重。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大马士革8月20日电（记
者 郑一晗 车宏亮）叙利亚总统巴沙
尔·阿萨德20日说，今后，叙利亚在发
展过程中应当“向东看”，在政治、经济
和文化上加强与“东方”的交往。

巴沙尔当天在一次外交部会议上
发表讲话，阐述了当前叙面临的形势
和今后战略走向，认为叙利亚有必要
重新审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叙利亚
未来的出路是“向东看”。“‘东方’有叙
利亚发展所需的科学、经济、文明等一
切有益因素，而‘西方’一直试图阻挠
叙利亚的发展。”

巴沙尔解释说，他所说的“东方”
主要是政治概念，地理概念是其中一
部分。他同时感谢俄罗斯、伊朗在战
争中给予叙利亚的支持。

巴沙尔说，6 年多来，西方霸权主
义政策让叙利亚付出了巨大代价，但
叙利亚挫败了西方的图谋。目前，这
场斗争尚未取得胜利，还将继续下
去。“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发动的媒体
战和心理战没有阻挠我们打击恐怖主
义的行动，没有让我们畏惧和退缩。”

巴沙尔强调，叙政府不允许敌人和
反对派用政治手段实现他们通过战争手
段未能实现的企图。任何有关叙利亚问
题的倡议和解决方案，只要不是以打击
恐怖主义为基础，都是没有价值的。

“最近，听说有西方国家希望通过
与叙利亚进行安全合作，来换取在叙
重开使馆，”巴沙尔说，“只有当这些国
家明确切断与恐怖分子的联系时，我
们才会考虑他们重开使馆或安全合作
的要求。”

巴沙尔说，下一步，叙利亚将继续
剿灭恐怖分子，并坚持民族和解以及增
进对外交往。“叙利亚已进入恢复经济
阶段，但这一过程将是缓慢而坚定的。”

叙总统强调叙利亚
今后应“向东看”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8月21日电（记者 吴
刚）俄罗斯国防部21日发布通告说，俄空天部队在
叙利亚最近的一次行动中摧毁了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一支车队，歼灭了200多名极端武装分子。

通告指出，俄空天部队在行动中出动轰炸机和
战斗机对“伊斯兰国”开往叙东部代尔祖尔省首府代
尔祖尔市的一支车队进行打击，除歼灭 200 多名极
端武装分子外，还摧毁20多辆装载有大口径武器的
汽车以及多辆坦克、装甲车。

通告说，此次遭受重创是“伊斯兰国”在叙利
亚的战略性失败。8 月以来，“伊斯兰国”极端分子
都在往代尔祖尔省集结，并往该区域运送大批武
器弹药，试图把代尔祖尔变成其在叙利亚的最后
一个基地。

叙政府军5月下旬发起代号为“伟大黎明”的军
事行动，这是近年来针对“伊斯兰国”的最大规模军
事打击，政府军同时在多条战线与“伊斯兰国”作
战。在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的打击下，“伊斯兰国”
目前在叙利亚的控制区被基本压缩在代尔祖尔省。

俄空天部队在叙利亚
歼灭200多名极端分子

新华社首尔8月 21日电（记者 耿学鹏 姚琪
琳）韩美两国军队 21 日启动代号“乙支自由卫士”
的年度联合军演，信息显示参演美军人数与2016年
相比有所减少。

据韩媒报道，本次军演韩方将有5万人参加，而
美军参演人数为1.75万，比2016年减少7500人。此
外，韩美双方均未确认是否有包括航母在内的美军
战略武器参演。

韩国国防部表示，此次演习为防御性指挥所推
演，没有野外机动训练，演习日期限定在8月21日至
31 日，演习目的是确保韩国安全，演习计划在数月
前就已制定。

美国防部网站消息说，美防长马蒂斯 20 日表
示，此次参演美军人数有所减少并非朝鲜半岛局势
所致，而因今年军演重点为作战指挥和控制。

韩美年度“乙支焦点透镜”联合军演始自 1975
年，从 2008 年起，军演更名为“乙支自由卫士”。有
报道称，本次演习将依据韩美“作战计划 5015”，包
括在半岛出现紧急情况下，韩美将先发制人攻击朝
鲜核武及导弹设施等内容。

韩美启动年度联合军演

新华社新德里8月21日电（记者 胡晓明）印度
比哈尔邦灾害管理部门官员21日说，截至20日，该
邦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 253 人，共有 1300 多
万人受灾。

当地媒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强降雨使恒
河、默哈嫩达河、根德格河等 5 条主要河流多处决
堤，洪水淹没大片地区，致使 70 多万公顷庄稼受
损，2 万多个棚屋被冲走。该邦有 20 个县受灾，灾
情最严重的是阿拉里亚、格蒂哈尔、西坚巴兰和锡
达默里 4 个县。

灾害管理部门说，政府部门在受灾地区设立了
1385 个赈灾救援中心，安置灾民 42.1 万人，同时在
各地设置2569个食品供应点，日均向50多万灾民发
放食品。政府派出了 51 支救援队共 2200 人参与救
援行动。

据报道，目前只有 72 万灾民被转移到安全地
带，在西坚巴兰县等地仍有几十万人被洪水围困，只
能依靠政府派飞机空投食品。当地政府宣布，向每
个遇难者家庭提供 40万卢比（约合6240美元）的慰
问金。

印度每年6月至9月是季风雨季，雷电暴雨天气
频发，洪水及泥石流等灾害经常发生。

印度比哈尔邦洪灾
死亡人数升至253人

11名中国游客在泰国
清迈遇交通事故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