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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2017年9月13日

常州市博尔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遗失了由上海德斯威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签发的海运正本提单，
提单号为：SHA7239801，收货方
的抬头是MORESPORT（PTY）
LTD。现我司登报申明，此份正
本提单作废无效，并且我司同意
在没有找回正本提单的情况的，
授权上海德斯威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电放给MORESPORT（PTY）
LTD，特此声明。

85307808
搬家、搬厂、室内外清洗
拆装空调、疏通管道旺顺
88135500桃园

搬家，室内外清洗，拆装，空调，落水管

●小舟婚介（女士优惠）18112332257

网上订餐：www.lihua.com
888117114008800400

承接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团餐

大娘水饺
送餐时间：10点-21点
盒饭送餐时间：10点-19点30
送餐专线86683377专线8668727288101717

广告刊登热线
86677982
86677992

代办点地址
钟楼区北大街新
闻大厦北门一楼
大堂便民代办点

综合
信息

本栏法律顾问
徐道圣律师

13813698372

●李正国遗失江苏理工学
院 学 校 学 生 证 ，证 号 ：
2015312117，声明作废

天龙88881212
天宁人民89893838

●常州群星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遗失江苏增值税普通
发 票 贰 张 ，发 票 代 码 ：
3200113620，发票号码：
05767007，05767008，声
明作废
●常州市凯顺电镀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320400251112146，
声明作废
●常州市凯顺电镀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251112146，声
明作废

●苏D826HB遗失道路运
输证，常：01393316声明
作废

●常州吉安化工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编号：3204040002014082
60014副本编号：3204040
00201408260015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20400050239044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正副本，代码：
05023904-4声明作废

●常州胜尔腾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苏D76001道
路运输证：常01385264声
明作废

●父亲：张富镜，母亲：宋雪
英遗失儿子张靖杰《出生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H320111886，声明作废

●青龙焕颜美容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3204020002
01403140077，副本：3204
02000201403140078 声
明作废

●伊顿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3040006
525205声明作废

●武进区奔牛林江门窗店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320421195209037519
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征婚�交友搬家�清洗

●李彩虹遗失新北区腾龙
苑58-甲-302的维修基金
收据，收据号码：2073755，
声明作废

关于大明北路施工期间
采取道路交通管理措施的联合通告。自

2017年9月16日至2018年12月31日，大明北路
(沪蓉高速往北200m处至景阳路段)、大明北路
(青龙东路往北150米处至西河四号桥段)将进行
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车辆、行人通行。过往
车辆、行人可由青洋路高架、富阳路、工业大道、
景阳路、青龙东路、武澄西路等道路等绕行。

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提示，减速慢行，
并服从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

特此通告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主任郑继永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在朝核问题上，中方的立
场是一贯的。要解决朝鲜半岛问
题，首先朝鲜应遵守联合国安理
会决议，尊重国际社会普遍呼声，
不再继续推进核导开发。此外，
美国、韩国等方面也应避免采取
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行动，包
括联合军事演习等，这也就是中
方提出的解决朝核问题的“双暂

停”倡议。
朝鲜半岛问题必须和平解

决，军事解决没有出路。中方决
不允许半岛生战生乱。

在处理朝核问题时，各方应坚
持以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
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问题为原则，有关各方都承担起
应有责任，发挥应有作用，切实采
取措施缓和半岛紧张局势，重启对
话谈判。 新华社 央视

新闻分析

军事解决无出路，对话谈判是正解

联合国安理会 11 日通过决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新制裁，决议同时重申维护朝
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呼吁以外交和政治方式和平解决问题。

将禁止朝鲜纺织品出口，限制对朝石油产品运输，中方希望决议内容得到全面、完整执行

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制裁朝鲜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天野之弥11日表示，该机构已
经为朝鲜核问题成立了一个
专门的工作小组，以加强应对
朝核问题的工作。

当天，天野之弥在一份给
理事会成员国的通报中表示，

专门就朝核问题成立工作组，
目的是加强对朝核问题的监
控，同时为未来有可能进入朝
鲜进行核查做好准备。

天野之弥对朝鲜最近进
行的核试验表示遗憾，呼吁朝
鲜停止核试验。

1994年6月，国际原子能
机构宣布中止对朝鲜民用核
反应堆的技术援助，朝鲜政府
随即宣布退出该机构。目前
朝鲜的核计划已经不在国际
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覆盖
范围内。

应对措施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朝核问题工作组

朝鲜外务省 11 日发表声
明说，若美国在安理会推出新
一轮涉朝制裁决议，朝鲜必将
让美国付出相应代价。

朝中社当天发布的外务

省声明说，美国企图针对朝鲜
不久前进行的核试验在联合
国推出新涉朝制裁决议。若
决议表决通过，“朝鲜将采取
的后续措施会使美国陷入史

无前例的窘境”。
声明表示，朝鲜研制核武

器是遏制美国对朝敌视政策
与核威胁的手段，是正当的自
卫措施。

朝鲜警告

美国将为进一步制裁付出代价

在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
过对朝新制裁决议后，中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指出，中
方一贯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
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
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
题。中方敦促朝方正视国际
社会要求朝方停止核导开发
的愿望和意志，切实遵守和执
行安理会决议，不再进行核导
试验，切实回到无核化轨道。

刘结一表示，中方反对半
岛生乱、生战，部署军事行动

无助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
和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军事
手段不应成为解决半岛问题
的选项。

刘结一最后强调，有关各
方应该全面、完整地执行安理
会的有关决议，避免加剧半岛
紧张的言行，为尽快恢复包括
六方会谈在内的对话创造必
要的条件。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2 日
也表态称，此决议，反映了安
理会成员维护半岛及地区和

平稳定、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
及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
一致立场。

中方希望第 2375 号决议
的内容得到全面、完整执行。

耿爽表示，中方坚决反
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
导系统。这一举措严重损害
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战
略安全，同时也冲击了各方在
半岛问题上的信任与合作。
既无助于推进半岛无核化，也
不利于维护半岛长远稳定。

中方立场

反对半岛生乱，希望决议内容完整执行

当地时间 9 月 11 日 18 点
（北京时间12日晨），联合国安
理会就朝鲜9月3号进行的核
试验召开公开会，安理会15个
成员国对一份由美国起草 、针
对朝鲜的新制裁决议进行表
决。

安 理 会 共 有 15 个 成 员

国，5 个常任理事国和 10 个
非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决议
的通过需要 9 个成员国投赞
成票，且中俄美英法 5 个常任
理 事 国 中 没 有 一 个 投 反 对
票。

根据这份决议，国际社会
将减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禁

止朝鲜纺织品出口以及禁止
朝鲜海外务工人员向朝鲜国
内汇款等，以最大限度遏制其
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自 2006 年以来，联合国
安理会先后通过了 8 次决议
案，因朝鲜的导弹与核计划对
其加大制裁力度。

新闻事实

1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涉朝新决议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