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方声音

美国官员5日傍晚在一场
白宫吹风会上说，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日
宣布，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
首都， 并将启动美国驻以大使
馆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 但不
会马上从特拉维夫搬过去。

驻以使馆不会马上搬

把驻以使馆搬到耶路撒
冷是特朗普去年竞选总统时
的承诺。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
在吹风会上说，特朗普一直坚
持要兑现这一承诺，但搬迁不
会马上进行。特朗普将下令国
务院启动驻以使馆搬迁进程，
整个过程需要“几年”。

路透社稍早时候援引几
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
朗普打算命令幕僚开始制订
使馆搬迁计划，但预计他会把
搬迁进程延后半年启动。

按照白宫发言人萨拉·桑
德斯5日上午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的说法，特朗普已经“打
定主意”，将作出“对美国最有
利的决定”。 她没有提及特朗
普具体会宣布什么。

国际社会只认特拉维夫

耶路撒冷地位是巴勒斯

坦与以色列和平谈判中分歧
最严重的议题之一。以色列在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吞
并东耶路撒冷，宣布整个耶路
撒冷为以色列“永久、不可分
割的首都”。 巴勒斯坦坚持要
求把东耶路撒冷作为独立的
巴勒斯坦国首都。国际社会普
遍不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
拥有主权。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政
策是，耶路撒冷地位问题须由
巴以谈判解决。

美国官员在吹风会上说，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是承认“历史和现状”，而不是
一个“政治决定”。 这些官员
说，几乎所有以色列政府机构
和议会都在耶路撒冷、而不在
特拉维夫。

不过，特拉维夫现在依然
是以色列政治中心，美国及其
他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
家都把使馆设在这里。

中东诸国反对并警告

美国在中东的盟国警告，
美国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可能在这一地区引发大范围
动荡。

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
德·阿巴斯、 约旦国王阿卜杜

拉二世、 埃及总统阿卜杜勒·
法塔赫·塞西、 沙特阿拉伯国
王萨勒曼5日接到特朗普打来
的电话，被告知，美国总统打
算把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这些领导人全都表示反对。

沙特通讯社报道，萨勒曼
与特朗普通话时强调，美国任
何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宣布
都会“激起全世界穆斯林的情
绪”。

埃及总统府说，塞西敦促
特朗普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改
变耶路撒冷地位的措施，避免
任何破坏中东和平进程的举
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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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佳惠超市遗失由长
沙县地方税务局核发的证号为
43022196311034578 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佳惠超市遗失由长
沙县地方税务局核发的证号为
430123196310345780 的 税 务
登记证正本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鸿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由慈利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年 5月 1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821074996138J，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4 年 8 月 1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
4301920000494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辉珍遗失湘潭市工商局雨
湖分局 2013 年 8 月 2 日核
发注册号 430302600209584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潘永强遗失湘潭市工商局雨湖
分局 2013 年 8 月 2 日核发注册
号 430302600209568 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汨罗康惠优质水稻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76000415401,遗失信用代
码证,代码:G1243068100041540J,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白马镇红星电站遗失涟
源市国税局核发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 43138267356326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文柳商品信息咨
询服务部遗失发票领取簿一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远宏锰粉厂（普通合伙）遗
失花垣县工商局 2010 年 3 月 15
日核发注册号 433124000003161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茂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焕国，电话 18569416755

注销公告
长沙亚特兰蒂斯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易德胜,电话 18888874207

注销公告
长沙网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张长周,电话：13787168881

遗失声明
望城县旺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望城县地方税务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2
27923679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望城伟杰种植专业合作社遗失
由望城县地方税务局核发的地
税证正副本，税号 430122582797
282；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 582797282；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02 执恢 109
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梁小春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
芙蓉中路一段 88号天健芙蓉盛
世花园 10号栋 2201房、编号为
长国用（2010）第 031637 号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株洲华丰物质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株洲县地税局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430221758
0284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杜芬遗失怀化市鹤城区工商局
2015 年 12 月 3 号核发的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12026002534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石井珍贸易商行遗失空
白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4300164320，号码：
214140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蓝馨园林花卉苗木有限
公司遗失湖南省湘潭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 09642071-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西边城农牧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龙霞，电话 13085461898

注销公告
花垣县佳圆民族商贸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游传辉，电话 13574331419

注销公告
花垣县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
心经主管部门同意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后向本企
业申报债权。 联系人:石冬英，
电话：13574331818。

遗失声明
耒阳市绿源苗木专业合作社遗
失耒阳市工商局 2015年 6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0481NA000140X； 遗 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4815809335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会同县新月家宴酒楼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 1份，代码：4300171320，
号码：2628933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广鲁斯软件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万丹，电话 17708455758

注销公告
长沙乐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广，电话 13677316269

遗失声明
湖南金阳红日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5 年 3 月 2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400
0132002；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副本，代码 32951911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暗之印记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家鹏，电话 13723874547

遗失声明
涟源市网灵网吧遗失涟源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8 月 2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13820000071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雷锋镇振雄机
械厂遗失长沙高新区国家税务
局 2011年 10月 17 日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43011119
660706251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景隆矿业有限公司遗失
湘乡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年 5月 17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381MA4L4C
MQ0R，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宏通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经 投资人决议解散，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张勤，电话 13575030307

遗失声明
保靖县湘野竹鼠养殖专业合作
社遗失保靖县工商局 2009 年
10 月 28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33125NA000065X 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御指天境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程，18821880819

遗失声明
湖南共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11月 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
0MA4L6UP66C，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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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对长沙县星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进行公开拍卖。 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长沙县星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资产为面积 29543m2 国有
出让地一宗，容积率 3.0，商住比
2：8， 坐落于长沙县湘龙街道特
立路以南、万家丽路以东)。

二、 拍卖会时间及地点：
2017 年 12 月 21 日 10：00 整，长
沙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
二（长沙县星沙街道望仙路 598
号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三、展示时间：即日起，于资
产所在地进行公开展示。

四、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叁
仟万元【缴纳账户：长沙县招标采
购局，账号：800230407111027，开户
行：长沙银行月湖支行】截止时
间：2017 年 12 月 19 日 16 时（以
到账为准）。

五、竞买登记办理：自然人
报名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保证
金转账凭证；法人报名请携带公
司营业执照、 法人授权委托书、
被授权人身份证及保证金转账
凭证。 于 12月 19日 17 时前，前
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板仓路
199 号中信发大厦五楼办理，逾
期不予办理。 拍卖公司电话：
0731-84029333、18073189955潘女士
更多详情请关注微信号：信发拍卖

长沙信发拍卖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湖南银利来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谭静，电话 18874932333

注销公告
湖南三味真火餐饮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周凰，电话 18922771340

遗失声明
湘潭宏发置业有限公司遗失湘
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11
月 1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300000060590；遗
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302584932521； 遗失 国 税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304
5849325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广晟建设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60713
943N ）遗失公章（编号 4301
030001971）、财务专用章 、法
人私章（熊五星）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争义遗失湘潭市工商局雨
湖分局 2013 年 8 月 2 日核
发注册号 430302600209592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梦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彭俊杰 电话:13875907505

遗失声明
汝城县鹏程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遗失汝城县工商局 2013 年 12 月
1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10260000106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永丰八古建材有限公司
遗失汝城县工商局 2013 年 12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310260000106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武县福林半岛蔬菜种植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临武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5 年 1 月 7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0
25000010799； 遗 失 国 、 地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431025329356520；声明作废。

本人自有长沙湘江世纪城
两室二厅江景电梯房出售，
两证齐，精装修，家具家电
齐全，拎包即可入住。

江景房出售

联系：13875869988

遗失声明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五联电
脑版）肆份，发票代码 430017
1350，发票号码 04741227-0
4741230声明作废。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 耶路撒冷地位
问题复杂敏感，各方应谨慎行事。

耿爽说， 中方始终坚定支持
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支持巴人
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
业， 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
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
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呼
吁各方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致
力于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耶路撒冷这事，特朗普要来真的？
美官员称特朗普将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中东诸国反对并警告

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说， 特朗
普表态将打破20多年来美国就耶路
撒冷地位相对超脱和中立的立场，
折损美国自诩中东和平进程“监护
人”和主要推动者的声誉和地位，对
巴以和平进程构成重大打击。

在美国中东政策层面，马晓霖
坦言，特朗普的决定是“一招臭棋”。

“首先，它意味着贝拉克·奥巴
马政府与伊斯兰世界缓和关系的
努力倒退，导致去年奥巴马访问沙
特阿拉伯、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
针对伊朗所建联盟的解体。”

“第二，它会刺激新一波反以
色列乃至仇视犹太人的激进浪
潮， 可能导致恐怖主义和极端主
义围绕耶路撒冷走向有新发酵；
第三，它将激起新一轮仇美情绪，
把中东巴以之间的矛盾焦点重新
转为美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
的矛盾， 不利于美国在中东推行
自身战略， 也不利于美国在中东
维护长远利益。”他补充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刁大明说，特朗普今年内外
政策“成绩单”略显寡淡，或许希望
兑现一些竞选承诺，给自己“加分”。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复杂
敏感，各方应谨慎行事”

专家观点

特朗普“一招臭棋”
将激起反犹太和仇美情绪

位于特拉维夫的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资料照片）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