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应

继朝鲜国家宇宙开发局
14日表示朝鲜将在既定的时
间和地点“发射卫星”之后，朝
鲜原子能研究院院长15日通
过官方的朝中社表态，确认宁
边所有核设施“经过重新整修
开始正常运作”。

上述表态释放了怎样的
信号？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
心研究员高浩荣认为，朝鲜此
举，一是为了迎接朝鲜劳动党
建党70周年， 二是要显示对
美国施压的藐视，以腾挪外交
空间。

事发突然？

按照朝中社的说法，近期
美国等西方机构和媒体纷纷
表示，通过卫星数据捕捉到朝
鲜宁边核设施的“最新活动”。
就这一公众关心的朝鲜核活
动，朝鲜原子能研究院负责人
回答了朝中社的提问。 而对
于朝方这一消息， 美联社说，
“完全出人意料”，但分析称这

是朝鲜的一贯做法，意在利用
“声称在其核和导弹项目方面
取得进展， 以寻求与美国对
话”。同时，这可能预示着，朝
鲜将进行第四次核试验。

路透社则说，这是朝鲜自
2013年以来“首次承认”，宁
边核设施“处于运转状态”。

一直在运行？

朝中社对于宁边核设施
运行的最新表态原文中，有长
段文字的铺垫，并针对核设施
运行的时间提出2013年4月
朝鲜原子能总局发言人的表
态，意指宁边核设施运行并非
开始于当下。

高浩荣指出，时间的表述
有重要的用意。关于宁边核设
施，2007年7月， 按照朝鲜半
岛核问题六方会谈达成的协
议，朝鲜宣布将关闭和封存这
处核设施。2008年6月朝方公
开炸毁了冷却塔。

此后，从朝方公开的报道

中，有对宁边核设施重启的相
关表述，但没有正式的对外确
认。2013年，美国一家智库网
站根据卫星图片， 指出朝鲜
“似乎已经重新启动宁边钚反
应堆”，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
切，但当时朝鲜并未对此予以
直接回应。

因此，15日朝鲜官方的
表态是2008年以来首次正式
对宁边核设施“正常运行”的
对外确认。国际媒体纷纷抢发
快讯，显示出对这一消息的重
视。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5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就朝鲜重启宁边核
反应堆答问时表示，希望有关方
在当前形势下，多做有利于维护
半岛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洪磊说，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
核化，坚持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
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
题，这一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我外交部：
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

匈牙利近日连续采取多项措
施，力图遏制大批难民入境的势头。
与此同时，德国接收难民能力“逼近
极限”，德国高官与专家批评西方应
对措施不力。

为遏制难民大批涌入， 匈牙利
14日晚关闭了该国和塞尔维亚之间
不设防的边境线。 匈牙利全国警察
总署15日发布消息说， 从当天上午
起， 停止运营勒斯凯和阿绍特陶洛
姆两个公路过境站， 何时重新开放
将视情况而定。

此外，15日生效的匈牙利新法
律将非法跨越边界围墙视为犯罪，
违反者将面临监禁和禁止入境。匈
政府发言人科瓦奇14日夜表示，凡
是没有在塞尔维亚提交避难申请的
人都将被遣返。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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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刘香通讯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 2014年 12月 3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460
0401052，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江南工业集团公司委托,定于
2015年 9月 24 日上午 9：30 在湘
潭市岳塘区芺蓉路上和酒店 5
楼会议室公开拍卖机动车一批,
总计八辆评估起拍价 722042
元，保证金 1万元／辆。报名截止
至 2015年 9 月 23 日 17：00，详
情咨询 13975278388

湘潭市三湘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 9月 14日

遗失声明
曾爱兰遗失山水印象契税收据
壹张，金额:5793元，票号：
1001674，声明作废。清算公告

湖南湘盛人防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于 2015 年 9 月 7 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
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地址：岳阳县城关
镇工业大道生态工业园 9号
联系人 刘克金 电话 18974064099
湖南湘盛人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快乐爷食品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开福分局 2014
年 5月 13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056
00387924,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虹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登记机关：慈利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经股东决定注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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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电话：15074490990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零食王国食品商
行蔡锷北路店遗失长沙市工商
局开福分局 2014 年 6 月 17 日核
发的个体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05600392047,特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15 年 9月 6 日在望城区潇湘北延
线，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有
一无名氏当场死亡，该尸系男
性，身高 165CM，年约 50 岁，身
穿白色衬衣，青色西裤。 如有
知情者请与望城区公安局交警
122 中队联系。 联系人：易警官
电话：13467647703、0731-82381110

◆沈程程 430302199111211063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朱超(430102198504111519)遗失
2012年湖南长沙市职称英语综
合 A级考试成绩单，声明作废。

◆石榴遗失长沙卫生职业学院毕
业证 143581201406300312，声明作废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公告 声明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石榴（433101199208146021）
遗失护士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及
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14
43011976，声明作废。

◆杜其民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2195804221038声明作废。

◆汤立群遗失资料员证（证件号：
103061300195）声明作废

◆杜江红，430105197802050026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洞口丽人医院遗失长沙艾迪康
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开的湖南
省地税局长沙市医院门诊发票
联貳份 ,代码 243001321090,号
码 40301725、40301983, 门 诊
号 x5A001,日期 2014年 5月 31号,
金额 2921.40元,日期 2014年 6
月 31号,金额 3753.00 元,声明作废

◆马小峰(620103197602225015)
遗失 2010年职称英语考试 A级
证书，档案号:10304021104，
特此声明作废。

◆佟喆，13030219920401181X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品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及伍菲私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垣锐通讯器材商
行遗失芙蓉区国税 2013 年 5 月
2 日核发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
号 43082119810311004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德和元农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长沙市大鼎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副本及 IC 卡,代码 05581701-8 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大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0111055817018声明作废

◆胡仁（身份证号码 4306811989
02262681）会计证遗失作废

◆文正群遗失大专毕业证，编号:
66430103022004849，声明作废。

◆杨沙，湘 AB3315 遗失道路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430122004659 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海堤茶叶商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3年 2 月 7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46002
89271，声明作废。

◆饶海林执业证号 020002430121
00002014002316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博瑞塑胶厂经股东会议决
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瑞
林，电话：15874876225
地址：长沙市望城区格塘镇凌
冲村毛山坡组

遗失声明
长沙竹隐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开福区国家税务局 2014 年
4 月 4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05576597954，声明作废。

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
中央深改组会议透露价格改革诸多信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9月
15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以开
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
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
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

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会议指出， 要完善重点领域价
格形成机制， 健全政府定价制
度， 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
断执法， 实现竞争性领域和环
节价格基本放开， 政府定价范
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
公益性服务、 网络型自然垄断
环节。会议指出，建立起科学、
规范、 透明的价格监管制度和
反垄断执法体系。 凡是能由市

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
“这释放出价格改革向纵

深推进的信号。” 国家发展改革
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树杰说，
未来价格改革有两个相辅相成
的方向，一是进一步引入竞争机
制， 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
用；二是完善国家治理价格的体
系和能力，构建科学、规范、透明
的现代价格监管体制。

记者从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了解到，《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
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农产品、
能源、环境、医疗服务、交通运
输、 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
领域的改革目标和具体措施。
对于极少数保留的政府定价项
目，一律纳入政府定价目录，确
保目录之外无定价权， 制定具
体管理办法、定价机制、成本监
审规则，并接受社会监督。

■据新华社

要快读

澳大利亚政坛“宫廷政变”，前
通讯部长马尔科姆·特恩布尔14日
成功“逼宫”自由党党首、总理托尼·
阿博特，成为澳大利亚近8年来换的
第五位总理。

特恩布尔15日下午在堪培拉总
督府宣誓就职， 成为澳大利亚第29
任总理。特恩布尔现年60岁，从政前
当过律师、银行家和企业家，曾任高
盛公司常务董事和合伙人。

澳大利亚媒体戏言， 澳洲政坛
步入“新常态”，总理更迭如“旋转
门”。国家领导人老换人，高层内斗
不断， 势必影响民众和投资者对澳
大利亚政府的信心。 ■据新华社

澳洲政坛“新常态”
总理又换人了

匈牙利关闭边境
力阻难民涌入

朝鲜确认重启
宁边核反应堆

9月15日， 一名男子在韩国首尔一处火车站旁观看有关朝鲜的电视
报道。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