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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文在寅6月12
日说， 朝鲜最高领导人和
美国总统会晤前夜， 他整
夜未眠。 他希望这次会晤
取得成功， 开启朝鲜半岛
和平和无核化的新阶段。

前一天下午， 文在寅
在主持幕僚会议时表示，
不能奢望通过一次领导人
会晤解决根深蒂固的敌对
关系。 即使朝美领导人启
动对话，仍需要一年、两年
甚至更长时间完全化解僵
局。 ■据新华社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6月
12日上午在新加坡握手， 开始
会晤， 几个小时后签署一份联
合声明，继而结束这场会晤。

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与美
国在任总统首次会晤。

握手10秒钟

当天上午8时过后，特朗普
乘车离开香格里拉酒店， 十多
分钟后抵达会晤地点圣淘沙岛
嘉佩乐酒店。8时30分， 金正恩
一行从瑞吉酒店抵达。

9时04分左右，金正恩和特
朗普相向而行， 几乎同时踏上
红地毯，向对方伸出手，在朝美
两国国旗前握手、合影，简单互
致问候。

韩联社报道， 两人握手大
约10秒钟。

进入会场前， 两人并列而
坐，再次握手，露出笑容。

见面5小时

9时15分开始，特朗普和金
正恩举行一对一会谈， 只有翻
译在场。 一对一会谈持续大约
40分钟， 美朝双方官员后续举
行扩大会谈，将近1个小时后共
进工作午餐。

会谈开始前， 特朗普和金
正恩分别简短讲话。

特朗普说， 他感觉“真不
错”，“我们将作了不起的讨论，
建立非常棒的关系”。他认为会
晤将取得“巨大成功”。

金正恩表示“来这里不容
易”。 他说：“拖后腿的过往和错
误做法有时蒙蔽我们的视听，但
我们克服一切，来到了这里。”

特朗普和金正恩饭后漫步
闲谈。不久，特朗普和金正恩进
入为签字准备的房间。 特朗普
与金正恩握手， 两人分别签署
文件。

签字2页纸

多家媒体报道， 签字结束
后的展示阶段， 摄影记者摄取
特朗普和金正恩所签文件的内
容。 文件两页纸， 篇幅不足两
页，以“联合声明”为标题。

根据特朗普在签字现场向
媒体展示的联合声明文件，朝
美将努力“建立新的朝美关
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
稳定和平机制”。特朗普承诺为
朝鲜提供安全保障， 金正恩重
申对“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
承诺。为推进落实会晤成果，朝
美将举行高级别政府代表团谈
判。 ■据新华社

10秒！金正恩特朗普历史性握手
朝美最高领导人新加坡会晤 签署联合声明：承诺建设新关系 确定半岛无核和平目标

文在寅整夜未眠

遗失声明
吉首市小庄网吧遗失吉首市食
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
15 年 3 月 30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3310100002343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嘉蠡诚广告设计
服务部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7 年 11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30105MA4P7RG
51A，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唯销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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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勇，电话 13973228766

注销公告
张家界魅力十年酒店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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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 15874437120

遗失声明
湖南朱记黄埔大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 2015 年 11 月 30 日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
31530401。 另遗失银行机构信
用代码证，代码号 :G10430111
03153010I，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新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430302000010859）
2018 年 6 月 6 日经董事会决议
注销。 清算组由赵鑫、段妍丽
组成，韩玉婷任清算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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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玉婷 13975244247

注销公告
隆回县新全友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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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柏甫，电话 13973973297。

注销公告
隆回县弟兄网吧经股东会决定
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斌，
电话：18274385257。

注销公告
张家界朝晖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龚朝晖 13974449549

注销公告
华容县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光前 13707404581

遗失声明
邵阳市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责
任公司新宁营业网点遗失新宁
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1年 7月 26 日核发 43052
8000007457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省力奇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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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盛华，13487776383

注销公告
湖南欧西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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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二先，电话 13787193016

长县食工质听字[2018]00000353号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长沙冰

耕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等 367 户
公司吊销案一案，本局已依法调
查终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和《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现将
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
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你单位成立后连续两年及
两年以上未报送并公示年度报
告，本局通过电话联系、现场核
查、与当地居委会（村委会）核实
等方式均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
系，且经长沙县国税局，长沙县
地方税务局核查，你单位存在报
税异常的情况。 你单位的上述违
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
之规定，构成了公司成立后无正
当理由超过 6 个月未开业的，或
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6 个月
以上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
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 6 个
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
业连续 6 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
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之
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吊销
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
条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
罚案件听证规则》第六条、第八
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
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如果有
陈述、申辩意见，或者要求听证
的，应当在本局公告发布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局提出；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勇、鲁杏
联系电话：0731－84012533
联系地址：长沙县泉塘街道丁家
岭路 59 号
长沙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8年 6 月 12 日

长沙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乐淘淘仙都酱板
鸭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16 年 1 月 21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0260066214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美访礼品有限责任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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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娇媚，电话 0731-85213040

注销公告
永兴县龙形市高山原生贡米专业
合作社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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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宗久，电话 15016881534

遗失声明
永兴县龙形市高山原生贡米专
业合作社遗失永兴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3 年 1 月 23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证号 431023NA00
0155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陵县童话世界生活馆遗失沅
陵县食药工质监督管局 2014 年
9 月 19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260
0159595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陵县鸿露商行遗失沅陵县食
药工质监管局 2015 年 2 月 6 日
核发注册号 431222600170540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 定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 10 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对长
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 40 号华
瑞电子商厦 20010， 建筑面积
673.25m2 的房产公开拍卖。 标
的即日开始展示， 请有意竞买
者在 2018 年 6 月 19 日 16 时
前，持有效证照及保证金 60 万
元到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66
号海东青大厦 A 座 2907 号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 (未成交无息
退还)。咨询电话：13755167528

湖南鑫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清算公告
衡阳华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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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秋，电话：15874787001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捷洪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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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红霞，电话:15200225587

遗失声明
湖南雷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8年 3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0600MA4PDT7L37，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 10 时在我司会议室拍卖
机动车数辆。 请有意者持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并缴纳竞买保证金： 1 万元/
辆。 预展、报名时间：6 月 19 日
至 20 日。预展、报名地址：长沙
市东风路 360 号。
联系人：唐经理、马经理
电话：13874804572、13548567030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凤凰县原艺工艺品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凤
凰县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693000120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美乐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17 年 5 月 1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433841884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山县东义公路建设有限公
司遗失龙山县中国建设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6980032480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8 年 6 月 10 日郴州市掌
上兴农大数据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10
00 万元减至 150 万元，现予以
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李世华，电话 13387354848

注销公告
郴州市宝源废旧物质回收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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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永英，电话 13873506669

注销公告
湖南中苗卉农林产业发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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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福保,电话 15387591319

遗失声明
长沙得一道健康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
301023205656256）遗 失 单 位
财务专用章和私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永和众信投资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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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喜兰，电话 13607326638

遗失声明
史超遗失怀化市工商局鹤城
分局 2014 年 9 月 23 日核发
注册号 431202600329096 的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思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6 年 9 月 13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0104MA4L6DFC5N,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鑫瑞惠民供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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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姗 电话:13786120988

遗失声明
岳阳恩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阳
楼分局 2016 年 4 月 1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信用代码
91430602MA4L3Q4F9W，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洪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二份，代码
4300173320，票号 06420813，
票号 0642081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誉发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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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发，电话 13988067455

遗失声明
张家界筋斗云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由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界分行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22714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江垭镇九溪金柚专业合
作社(转账支票起始号码:4020
432508529927，终止号码:40
20432508529927;起始号码 :
4020432508529929，终止号码:
4020432508529950)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弘轩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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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韬，电话：13869352066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提示：登报公示 保护权益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千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孙亮，电话 15367196039

遗失声明
新宁县千喜网吧遗失新宁县食
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
04 年 5 月 24 日核发 430528000
012789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6月1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
加坡举行会晤。 新华社 图

中国外交部6月12日就朝美
领导人会晤发表声明，对会晤
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

朝美领导人会晤顺利举行
并取得了积极成果。 这是推动
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政治解决进
程取得的重要进展。 一段时间
以来， 半岛形势出现的重大积
极变化， 特别是朝美领导人会
晤取得的成果，符合中方期待。
中方作为半岛近邻和重要一
方，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致
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
半岛和平机制。

会晤成果符合中方期待

观察

半岛和平还有多远

中方声明 韩方反应

分析人士指出， 朝美首次领
导人会晤取得了积极成果， 为双
方逐步建立互信奠定了良好基
础。真正实现半岛持久和平，需要
双方抓住契机，继续相向而行，坚
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 而这一目
标注定不会一蹴而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刁大明认为， 此次会晤的
重要性在于， 双方领导人在方向
上形成共识， 彼此确认了和平解
决半岛问题的诚意和决心， 为未
来进一步展开各层次具体沟通与
互动提供了基础。

分析人士指出， 美方此前曾
要求朝鲜在短期内彻底弃核，但
从此次会晤成果看， 其态度在向
更加务实的方向转变， 认识到半
岛无核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
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指出，
为确保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朝
美双方及国际社会都应珍惜今
年以来半岛局势难得的缓和趋
势，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半岛无
核化和政治解决进程可持续走
下去。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