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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
元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个)，支票、发
票、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渔船
用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身
份证、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150
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遗 失 声 明

●刊登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烟
台日报公告栏里，烟台开发区京方家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给林佳伟的购房
收据丢失，收据号：00090048，更正
内容：烟台开发区京方家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给林佳伟的购房收据丢失，收
据号：00090048。声明作废。由此
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林佳伟
自愿承担。特此更正。

●程木平的二级船副职务证书
丢失，出生日期：1965 年 10月 09日，
证书等级：二级；航区、职务：海洋船
副 ， 证 书 编 号 ：
370625196510091231，有 效 期 ：自
2016 年 02 月 04 日至 2021 年 02 月
03日，声明作废。

●郑国卿购买的烟台利发置业
有限公司保利紫薇郡 17 号楼 3 单元
4 楼 401 室的房地收据丢失，收据号
1019462，金 额 2272 元 ，开 票 时 间
2015年 6月 30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全体成员决定，栖霞市明通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 注 册 号 ：
93370686MA3N5RB71J）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务人于公告之
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栖霞市明通果业专业合作社
2020年1月15日

拉票限制总统宣战权

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蒂姆·凯恩提交决议草案，
要求总统在美伊两国军事敌对状态超过30天以上
时向参议院寻求授权。“就这份两党认可的文本，我
们现在拿到所需的51票。”

凯恩同时公布来自美国共和党阵营4名“盟友”
的名单。加上这4张票，他的提案将在由100名参

议员组成的参议院获得51票。
4名支持提案的共和党参议员中，苏珊·科林斯

发布声明说，她愿意联名提交这一决议草案，缘由是
那会“重申国会的制宪职能，认定（美国宪法）制定者
们没有授予总统单方面宣战的权力”。

法新社报道，这项决议草案当前获得特殊待遇，
一旦准备停当，持反对观点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将无
力阻拦草案表决。

凯恩说，参议院相关立法程序19日启动，决议
草案下周将可供参议院考虑。另外，他还在争取与
更多共和党人会面，争取更多支持。

撞车总统弹劾案

只是，参议院民主党人推动的决议可能与参议
院今后数日另一项主要工作“撞车”：总统弹劾案。
按法新社说法，参议院最快将于21日开始听证弹劾
案。参议院少数党领导人查克·舒默提及限制总统

宣战权的决议时说：“我们会把握时机，必须想清楚
如何协调这两项表决，不过，我们相信这项提案是正
确选择。”

法新社解读，一旦决议草案获得表决通过，客观
上是对特朗普下令袭杀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
曼尼决定的“谴责”。美方行动随后触发伊朗向伊拉
克美军目标发射导弹，寻求报复。

美国国会众议院上周表决通过类似决议，限制
总统宣战权。与参议院版本不同，众议院决议不具
强制约束力，还需经过参议院表决通过，才能最终呈
交总统定夺，决定它是否能够生效。

法新社说，特朗普几乎毫无疑问会否决一项旨
在限制自身军事权限的议案，而民主党人似乎也无
法在国会内部凑够推翻总统否决的票数。

不过，一向与特朗普不睦的共和党参议员米特·
罗姆尼这次不会与总统唱反调，因为他不希望在应
对伊朗今后潜在的袭击中“捆住总统的双手”。

据新华社电

美参议院推动决议阻止对伊朗动武

限制总统特朗普的宣战权

英国、法国、德国三国外长14日在巴黎发表联
合声明，呼吁伊朗遵守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
核协议）中的承诺，同时宣布三国按协议第36条诉
诸争端解决机制。

分析人士认为，欧洲三国决定启动争端解决
机制意在对伊朗施压，迫使伊朗恢复履行协议。
此举可能是三国为挽救伊核协议的最后一搏，但
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很难预料。

机制机制““步步惊心步步惊心””

按照伊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如果伊朗或者
协议其他缔约方中任一方认定对方或者对方中任
一方没有履行协议承诺，可申请由伊核协议联合
委员会处理纠纷。现阶段，美国已退出伊核协议，
联合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俄罗斯、中国、德国、法
国、英国和欧盟。这一委员会协商解决问题的期
限为15天。一些外交消息人士说，联合委员会本
月将在维也纳开会。

纠纷如一直不能解决，在经历缔约各方外长
讨论、三人咨询委员会商讨提出解决意见以及联
合委员会审议这一意见等程序后，将被提交至联
合国安理会，并可能最终导致联合国对伊朗制裁
自动恢复。一些外交官认为，启动争端解决机制
给解决问题保留了政治途径，可以开启更多协商
渠道，增加建设性对话。但也有分析指出，这一机
制最初是为了解决协议中的技术性议题，对解决
现阶段的政治性僵局作用有限。

声明声明““苦口婆心苦口婆心””

英法德三国领导人近期频繁就伊核问题沟
通，三国已在三天中对伊朗发布两次联合声明，其
中14日的声明用较大篇幅叙述了三国及欧盟两年
来如何试图挽救伊核协议。

声明说，自伊朗2019年宣布停止履行伊核协
议部分内容以来，英法德三国一直积极回应伊朗
关切，试图说服其改变立场。三国支持通过外交
努力促使伊朗和美国重回谈判桌寻找全面解决问
题的方案。

美国2018年5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重
启并新增了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伊朗则自去年
5月起分五个阶段中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

对此，上述声明强调，诉诸争端解决机制是为
了保留伊核协议，三国不会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极
限施压”。“我们的希望是重新让伊朗遵守在伊核
协议中的承诺。”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三国声称不会追随美国
对伊朗“极限施压”，但启动争端解决机制本身就
包含了施压的成分。不过正如声明所言，其目的
主要还是尽可能挽救伊核协议。

伊朗伊朗““只认善意只认善意””

作为对三国声明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穆萨维表示，伊朗时刻准备接受任何“善意且具有
建设性”的举措以挽救伊核协议。但他同时警告，
如英法德三国有任何违约、动机不纯或非建设性
举动，伊朗将严肃应对。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欧洲三国无法说服美国
停止对伊制裁，在保障伊朗应得利益方面又拿不
出实际办法，因此伊朗能欢迎它们的“善意”，但恐
怕很难接受它们以启动争端解决机制来施压。欧
洲三国此举使挽救伊核协议的努力进入“高风险
阶段”。 新华社柏林1月14日电

启动争端解决机制

挽救伊核协议进入“高风险阶段”

两党相互“扯皮”

麦康奈尔14日告诉媒体记者，如果众议院15日批
准递交弹劾条款，参议院本周将完成一些前期工作，有
望于21日开始审理弹劾案。

按麦康奈尔的说法，准备工作包括联邦最高法院首
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宣誓主持审理并主持参议员宣
誓、参议院讨论制定审理程序准则等。

法新社报道，审理开始后，整个进程预计持续至少
两星期，直至2月中旬。

由民主党人掌控的众议院去年12月表决通过两项
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正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
会。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遭众议院弹劾的总
统。只是，众议院没有立即向参议院递交弹劾条款，而
是就审理安排等事宜与参议院僵持至今。

路透社报道，双方相持不下的议题之一，即是否在
参议院审理中传唤证人。民主党方面希望让包括约翰·
博尔顿在内的前任和现任白宫官员出席，现场抖出更多

“猛料”。麦康奈尔反对这一做法，称参议院只应考量众
议院已经收集的证据。

民主党收集更多证据

参议院即将审理弹劾案的节骨眼上，一批由佛罗里
达州商人帕纳斯提供的文件公之于众。

美联社报道，文件包括通话记录、文稿等，表明帕纳
斯常以中间人身份在朱利安尼和乌克兰官员间周旋。
其中，一张先前未公开的信件截图显示，朱利安尼曾于
去年5月10日、即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就任乌克兰总
统前致信后者，自称“作为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在
（特朗普）知晓和同意下”，希望能与泽连斯基见面。

帕纳斯是美国公民，在乌克兰出生，会说俄语。他
当前受到共谋、虚假陈述、伪造营业记录、违反联邦竞选
财务法向支持特朗普2020年竞选连任的团体捐款32.5
万美元等多项指控。

另外，一张来自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丽思卡尔顿酒店
的便笺纸同时曝光，纸上有“让泽连斯基宣布将调查（前
副总统、民主党籍总统竞选人乔·）拜登”的内容。帕纳
斯的律师确认，便笺内容由帕纳斯手写。

众议院民主党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文件将作为
官方记录的一部分，与弹劾条款一道呈交参议院。声明
说，他们将“收集更多证据”，以便那些充当“检察官”角
色的众议员能在弹劾案审理前，“向参议院呈交尽可能
最完整的事实记录”。

路透社报道，最后时刻发布这些文件，显现民主党
人希望尽力“坐实”弹劾案。只是，由于共和党人在参
议院占据多数，外界普遍预期特朗普不会遭到罢免。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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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
米奇·麦康奈尔14日说，参议院有望下周开
始审理针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案。

国会众议院定于15日表决是否批准向
参议院递交弹劾条款。表决前夕，众议院民
主党人曝出特朗普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
合作伙伴列夫·帕纳斯提供的“新料”，明言
要把它们作为新证据与弹劾条款一道呈交
参议院。

1月14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德希，学生捂着鼻子离开校园。当日，达美航空
公司一架飞机从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后不久出现故障，返航时在空中释放燃油以
减轻重量。燃油落入降落航线上的一些学校，造成多人感到不适。 新华社

美国一飞机空中释放燃油落入校园
造成多人感到不适

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2019年全国统一换

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国新出发〔2019〕39号）的要
求，我单位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
核，现将我单位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
示，公示期2020年1月16日——1月21日。举报电
话为0531-51775927。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
鲍铭岩、鲍永梅、陈刚、高伟、高春宽、高少帅、郭

明新、韩文友、侯召溪、姜乾、李凤、李杰、李捷、李仁、
李田、李京兰、李艳丽、林达利、刘新国、刘学龙、刘志
一、柳昊杰、马全应、曲宏、曲勤波、曲通春、全百惠、
任庆、邵壮、时立国、宋立民、孙波、孙叶红、谭利明、
唐丽霞、滕岳、王婧、王文、王奂芝、王军华、王晓丹、
吴贤国、夏洪尧、夏吉江、胥延义、徐睿、杨潜、杨春
娜、于梅、郑桂江、仲海、仲维勋、周英杰、邹海东

烟台日报
2020年1月16日

1月14日，在土耳其安卡拉，总统埃尔多安在议会会议上发表
讲话。埃尔多安在议会会议上要求利比亚武装力量“国民军”停
火。他表示，如果利比亚“国民军”继续向利首都的黎波里和目前
控制的黎波里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队发动进攻，土耳其将毫
不犹豫地给予“国民军”领导人哈夫塔尔“应得的教训”。新华社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14日说，
他们已经获得来自跨党派的足够支持，
最早可于下周表决通过一项决议，旨在
限制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宣战权，从
而阻止美国对伊朗动武。

1月14日，在美国休斯敦，人们在发生枪击事件的贝莱尔高中附近等候。
美国南部城市休斯敦贝莱尔高中附近14日下午发生枪击事件，一名16

岁学生身亡，一名嫌疑人被捕。围绕枪击在校园内的具体发生地点、嫌疑人
身份是否系学生，声明没有给出详细说明。 新华社

美国休斯敦发生枪击事件 致一人死亡

伊朗司法机关 14 日认定，英国驻伊朗大使罗
布·马凯尔“不受欢迎”。

伊朗司法机关发言人吴拉姆侯赛因·伊斯梅利
告诉媒体记者，依据国际惯例，英国驻伊朗大使“不
受欢迎”。路透社报道，驱逐马凯尔的决定将由伊
朗外交部发布。 据新华社

伊朗认定英驻伊大使“不受欢迎”

伊朗司法机关14日逮捕一些关联军方误击乌
克兰航空公司客机的嫌疑人。伊朗总统哈桑·鲁哈
尼同一天重申，将彻查误击事件，提议设立特别法
庭。伊朗官方媒体以司法机关发言人吴拉姆侯赛
因·伊斯梅利为消息源报道，司法机关已就误击乌
航客机事件“广泛调查”，“一些人遭逮捕”。

伊斯梅利没有提及司法机关逮捕多少人以及
这些人的姓名和职务。这是伊朗首次就误击乌航
客机逮捕嫌疑人。 据新华社

伊朗逮捕误击乌航客机嫌疑人

美国《华尔街日报》14日独家披露，美国政府打
算以切断2.5亿美元（约合17亿元人民币）军事援助
相要挟，阻止伊拉克政府驱逐驻伊美军。

报道说，上述2.5亿美元军援已经过国会审批。
美国政府同时考虑动用其他经济和军事援助施压伊
拉克政府。伊拉克方面没有回应报道。据新华社

为留在伊拉克 美或祭“杀手锏”

新华社快讯：据塔斯社15日报道，俄罗斯总理
梅德韦杰夫宣布俄政府辞职。

梅德韦杰夫宣布俄政府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