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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侨关于公开推选社区“两委”
班子成员后备人选的公告

东侨开发区决定在开发区范围公开推选一批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后备人
选，即日起至 2018年 5月 25日可登陆东侨网（http://www.fjdq.gov.cn ）查看有关
事项，可网上报名或直接到东侨开发区陈普路8号402室报名。

联系方式：张女士，电话：0593-2837710，0593-2878881
中共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社区工作委员会

2018年5月17日

李加亮、薛少芳夫妇遗失女儿李雨宸的出
身医学证明，证号：O350641304。声明作废。

挂失人：李加亮 薛少芳
2018年5月18日

翁元亮、谢紫梅夫妇遗失儿子翁振
航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G
350166432。声明作废。

挂失人：翁元亮 谢紫梅
2018年5月18日

翁元亮、谢紫梅夫妇遗失儿子翁振洋
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J 350268475。声
明作废。

挂失人：翁元亮 谢紫梅
2018年5月18日

本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
字轨155，字号03344374。特此声明。

中凯（宁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本人遗失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
业 资 格 证 ， 号 码 为 ：
3509020020017000327。声明作废。

挂失人：周振帐
2018年5月18日

本人遗失由万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据的
经营保证金收据，票号：0006390。声明作废。

挂失人：刘宪宝
2018年5月18日

遗失声明

本人遗失 2002届福建省邮电学校电话交
换专业毕业的毕业证，证号：No.0110573 普毕
字第20020033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肖罗香
2018年5月18日

本人遗失福建省就业失业登记证，证号:3509260014000260。声明作废。
挂失人:邵椿荣

2018年5月18日
本人遗失残疾证，证号：35222619710812305214。声明作废。

挂失人：钟金生
2018年5月18日

本公司遗失霞浦县松港街道东方绿城 3#
205室周德钏的预告登记证，证号：闽（2017）
霞浦县不动产证明第0013704号。声明作废。

福建省霞浦金诺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本公司遗失霞浦县松港街道东方绿城 3#1503
室林伏盛、陈英的预告登记证，证号：闽（2017）霞
浦县不动产证明第0012627号。声明作废。

福建省霞浦金诺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本公司遗失霞浦县松港街道东方绿城 5#1205
室刘德金、温佳佳的预告登记证，证号：闽（2018）
霞浦县不动产证明第000340号。声明作废。

福建省霞浦金诺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减资公告
根据 2018年 5月 15日股东会决议，福鼎市

涌金贸易有限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由 1280万
元人民币减少为 28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
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林安弟
联系电话：13706029766
联系地址：福鼎市太姥大道433号

福鼎市涌金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通告
宁德市中医院外科

李智通，你擅自离开工作
岗位已一个月以上，现在
医院登报正式通知你，限
你在登报之日起 15天之
内返单位报到，逾期不
回，将按规章制度处理，
一切责任自负。

宁德市中医院
2018年5月18日

本人遗失一辆黑色隆鑫牌二轮摩托车，车
牌号：闽 JC2719，发动机号：GE190272，车架
号：LLCLT1AA68C000430。声明牌证作废。

挂失人：黄祖养
2018年5月18日

本人遗失一辆黑色龙嘉牌二轮摩托车，车
牌号：闽 JK6811，发动机号：04033505，车架
号：L4HGTEJP256000347。声明牌证作废。

挂失人：钟昌灿
2018年5月18日

遗失
声明

【新闻事实】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16日发表声明说，最
高元首已给予安瓦尔完全特赦，包括取消服
刑人员出狱后5年内不得担任公职的限制。

这意味着，安瓦尔回归政坛的障碍已
经扫除。

已于 10日晚宣誓就任总理的马哈蒂
尔曾公开表示，待时机成熟后会把总理一
职交给安瓦尔，自己最多任职2年。

安瓦尔的妻子万·阿齐扎·万·伊斯梅

尔已由马哈蒂尔提名为副总理。她告诉
媒体记者，安瓦尔“不着急”当总理。

在1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哈蒂
尔说，除已公布的副总理、财政部长、内政
部长和国防部长人选外，其余内阁名单将
尽快公布，13名内阁成员将在21日宣誓就
职，他自己将兼任教育部长，副总理万·阿
齐扎·万·伊斯梅尔将兼任妇女事务部长。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来看，马哈蒂尔

在维系执政联盟内部团结问题上态度明
确，就任后第一时间促成安瓦尔获得特
赦，尽可能消除了执政联盟内部的最大隐
忧。

宣誓就任总理一周以来，马哈蒂尔在
短短几天内稳步推进重要人事布局，一个
没有太大争议的“小内阁”雏形初现。他
还迅速成立了一个包括多名前高官的强
大顾问班底，弥补新执政联盟执政经验匮
乏的短板。此外，马哈蒂尔把反腐矛头聚
焦在前总理纳吉布一人、而非马来民族统
一机构（巫统）或前执政联盟身上，缩小了
打击面，扩大了支持面。

【第一评论】

马来西亚是东盟重要国家。马哈蒂
尔重掌政权后，如何组建内阁、如何处理
内政外交备受关注。

而安瓦尔获释后，他和马哈蒂尔如何
演绎各自角色关系到马来西亚未来政局

走向，同样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目光。

【背景链接】

马哈蒂尔生于 1925 年，1946 年加入
巫统，开始政治生涯，并于 1981年至 2003
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在他任职的 22年
间，马来西亚发展迅速，成为“亚洲四小
虎”之一。

2003年卸任后，马哈蒂尔依旧关注马
来西亚政局，先后与两任总理巴达维和纳
吉布闹翻，并两次退出巫统。

2016年，马哈蒂尔在第二次退出巫统
后，与反对党领袖安瓦尔携手，挑战纳吉
布领导的执政联盟。

本月 9日，马哈蒂尔率领反对党阵营
“希望联盟”在议会选举中击败了以巫统
为核心的执政联盟，终结了后者自1957年
以来的连续执政。

□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安瓦尔得到特赦 马来政局看点多
被判入狱的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瓦尔16日得到特赦后获释，回归政坛的障

碍已经扫除。安瓦尔获释后，他和新当选总理、92岁的马哈蒂尔如何处理两人
间微妙关系牵动马来西亚政局。

分析人士认为，马哈蒂尔上任以来，在执政联盟内部团结、新政府人事和反
腐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外交方面，不管领导人如何变化，马来西亚对外政
策不会发生重大变动。

德国总理默克尔 16日在联邦议会发
言，呼吁议员理解提高国防开支的请求，
以满足联邦国防军装备需求和日常运转。

德国联邦国防军是北约规模最大的
部队之一，近年来饱受装备缺失、作战人
员素质下滑的困扰。按照德国国防部长
冯德莱恩的说法，部队状态“堪忧”。

政府希望提高预算

默克尔和冯德莱恩主张，政府应逐步
提高国防开支，在2025年提高到国内生产
总值的 1.5%，眼下这一数字为 1.24%。这
意味着，德国国防预算须从 2017年的 370
亿欧元增加至约500亿欧元。

默克尔在 16日联邦议会预算辩论时
表示，德国提高国防预算并不过分，提高
后的预算还谈不上“升级、扩充军备”，仅
能“保障军备”。她强调，德国外部安全环
境正发生戏剧性变化，德国应当拥有军事
能力作为最后手段。

“士兵必须有装备，以便出色地执行
海外任务，同时承担国内和盟友的防务任
务。政府应当给予（财政上的）帮助。”默
克尔说。

三军装备捉襟见肘

近年来，多份关于联邦国防军战力报
告以及德国媒体的大量报道显示，国防军
陆、海、空三军都面临“缺枪少炮”的窘境。

德 国《明 镜》周 刊 先 前 披 露 ，国 防
军不少陆军部队相互挪借装备，以参
与北约的防务任务。一次在挪威举行
的军事演习中，国防军部队轻武器和
夜视仪没有配备充裕，参与演习的“拳
师犬”型装甲车没有携载机枪，士兵竟
把扫帚柄喷涂黑色油漆假扮机枪，遭

到媒体嘲弄。
海军方面，德国近年唯一可以执行任

务的 U-35 潜艇 2017 年 10 月在挪威近海
触礁受损，潜艇部队近大半年来无艇可
用，预计2018年下半年才有两艘潜艇检修
完毕可以出海。另外，不少海军舰艇在执
行任务完毕返回港口后，必须立即拆卸雷
达等装备，安装在其他即将出港执行任务
的舰船上。

德国空军面临更严峻挑战。由于战
机防卫预警系统存在技术故障，德国空军
现阶段装备的 128架“台风”型战机中，只
有10架可以执行任务，而基于弹药存量受
限，只有4架实际投入使用。另一机型“狂
风”更为老旧，是冷战后期主力机型，装备
的大约90架中，眼下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可
执行任务。

执政两党存在分歧

尽管部队战力堪忧，增加国防预算的
主张仍在德国联邦议会遭受不小阻力。
这一议题成为德国两大执政党联盟党和
社民党的主要矛盾之一。

德国今年3月组阁完毕后，由社民党人
奥拉夫·肖尔茨出任财政部长。在财政部起
草的2018年预算草案中，仅拨给增加国防
开支计划一半的资金。按照国防部粗算，这
些钱仅够满足部队两成左右的需求。冯德
莱恩以书面形式对这份草案提出抗议。

而在肖尔茨看来，国防军眼下问题不
是资金不足，而是“管理不善”，“喊缺钱的
人，往往都有好理由。”
□ 新华社记者 张远（新华社5月16日电）

德军缺钱 战力堪忧

5 月 16
日，在叙利
亚霍姆斯省
赖斯坦，警
察在市内巡
逻。

叙利亚
霍姆斯省省
长塔拉勒·
巴 拉 齐 16
日告诉新华
社记者，随
着最后一批
反政府武装
人员当天从
霍姆斯省北
部撤离，叙
政府已全面
收复中部省
份霍姆斯。
新华社 发

新华社耶路撒冷5月17日电（记者
陈文仙 杜震）以色列国防军 16 日发表
声明说，当天以军两次出动坦克，共炸毁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位于
加沙地带的3个观察哨所。

以色列军方说，此次打击是为了报
复哈马斯两次向驻守在加沙边境的以
军士兵开枪。两次开火未造成以军士
兵伤亡。

巴 以 局 势 持 续 紧 张 。 美 国 驻 以

色 列 使 馆 14 日 正 式 在 耶 路 撒 冷 开
馆，当天巴勒斯坦多个城市爆发抗议
示 威 ，抗 议 者 与 以 军 发 生 冲 突 ，造 成
60 多 名 巴 勒 斯 坦 人 丧 生 、3000 多 人
受伤。

以色列炸毁加沙地带3个哈马斯观察哨所

新华社华盛顿5月16日电（记者 刘
晨 朱东阳）美国财政部 16日宣布，对包
括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在内的多个个人
和实体进行制裁，称此举是旨在打击伊
朗支持的“恐怖组织”。

财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将对
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进
行追加制裁，同时制裁包括真主党副书
记纳伊姆·卡西姆在内的其他 5个个人
和一个实体。制裁旨在打击伊朗和真主
党在中东地区的“颠覆性势力”。

财政部表示，此次制裁行动由反恐
怖主义洗钱中心成员国共同进行。该中
心包括美国及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
特、阿曼、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
6个海湾阿拉伯国家。

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 8日宣布美
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因该协议而豁免
的对伊朗制裁后，美财政部发起的第三
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

另据沙特国家安全局 16日发表的
声明，沙特已将包括纳斯鲁拉和卡西姆
在内的黎巴嫩真主党 10名领导人以及 4
个分支机构列入恐怖主义名单。这 10
人的资产和银行账户将被冻结。

2017年 5月，特朗普在对沙特进行
访问时，美方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
员会（海合会）签署了建立反恐怖主义洗
钱中心的谅解备忘录。

美国分别于 1995 年 1 月和 2001 年
10月把纳斯鲁拉和真主党列为恐怖分子
和全球恐怖组织，并不断对其实施制裁。

美 国 财 政 部 制 裁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

据新华社华盛顿 5月 16日电（记者 刘阳 孙
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名律师 16日说，“通俄门”
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已承诺不会就“通俄门”调
查结果起诉特朗普。

来自特朗普律师团队的鲁迪·朱利安尼当天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他们（米勒办公室）告诉我们，经过内部
讨论，不会起诉特朗普，只会就调查结果写一份报告。”

朱利安尼说，美国司法部此前有一份备忘录，规
定司法部的调查人员不能起诉在任总统，米勒办公
室已口头表示他们会按照司法部规定行事。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规定并不妨碍米勒团队继
续对特朗普和他的竞选团队进行调查，如果有证据
表明特朗普或其团队有违法行为，国会还可以依据
米勒团队的调查报告决定是否弹劾特朗普。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一些共和党人担心米
勒团队的调查会影响选情，呼吁米勒尽早结束调查。

特朗普也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自己和
竞选团队在 2016年大选期间有“通俄”行为，称米勒
的调查是“政治迫害”。

律师称特朗普不会受到
“通俄门”特别检察官起诉

据新华社联合国5月16日电（记者 王建刚）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哈南·
阿什拉维 16日表示，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屠杀”
巴勒斯坦平民的行径将摧毁中东实现和平的机会。

阿什拉维强调，平民遭受“屠杀”并不是因任何
政党的领导而导致，抗议活动本身是一场源自民众
的运动。巴勒斯坦民众要求依照国际法返回家园，
要求以色列解除对加沙地带的“残酷围困”，以使他
们能够“最低限度地过上正常的生活”。巴勒斯坦民
众的抗议示威活动，也是对美国关于耶路撒冷地位
问题决定的抗议。

美国 14日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
耶路撒冷，引发巴勒斯坦多个城市抗议示威。抗议
者与以军发生冲突，造成逾 6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3000多人受伤。

巴解高官称

“屠杀”巴勒斯坦平民
将摧毁中东和平机会

据新华社芝加哥5月16日电（记者 王强）美国
伊利诺伊州迪克森市一所高中 16日发生枪击案，所
幸驻校警察及时制服枪手，学校师生无人伤亡。

迪克森市政府及警方官员在事发后的记者会上
表示，曾在该市迪克森高中就读的一名 19岁男子当
天早上携枪进入这所高中，在学校体育馆附近开了
数枪后遭驻校警察追击，交火中警察击中这名男子，
随后将其逮捕。

事发后，该校所有学生被安全疏散。驻校警察
的英勇表现受到赞许。

当地媒体援引在场学生的话报道说，枪手是被
该校开除的一名学生，事发时该校毕业班师生正集
中在体育馆内准备进行毕业典礼彩排，若枪手未被
及时制服，后果不堪设想。

美国又现校园枪击案
枪手被制服无师生伤亡

这是 5月 8日在莫桑比克马普托航拍的马普托
跨海大桥。

由中国路桥公司承建的中国在莫桑比克最大基
建项目——马普托跨海大桥及其连接线工程预计将
于2018年6月正式通车。这座总长3公里多的跨海
大桥建成后，将以680米长的主跨，成为非洲主跨径
最大的悬索桥，并极大便利马普托和对岸卡腾贝之
间的交通。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