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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我区集体土地申报登记审核情况予以公布, 对公布的土地所有
权、使用权及他项权利等有争议者，请从公告之日起10 日内，到安顺市国土
资源局西秀区分局（塔山东路）申请办理复查手续，逾期没有异议的，即认
为下列公布的权益有效，将准予登记注册。

安顺市国土资源局西秀区
分局土地登记公告

(总期250期2014年第4期)

贵州荣盛兴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拟以其位于安顺开发区迎宾路北侧（原奥普尔地
块）的一幅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土地证号：安开国用
（2014)第102号，用途：城镇住宅、其他商服用地，面积：18947.00 平方米，使用权类型：
出让，抵押权人为安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 日内，对上述宗地使用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的，请到安顺经
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地籍管理与土地利用科提出申请。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娟
联系电话：0853- 3416939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
2014年7月8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法》(国家统计局

第 10 号令)，按照省、市统计工作会议精神，为加
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提高统计队伍素质，适应统
计事业发展的需要，按照省统计局的统一安排，切
实做好 2014 年统计从业资格培训和继续教育培
训工作，现将培训工作安排如下：

（一）统计从业资格和继续教育的对象：
在安的中央、部属、省级、市级各部门、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日常统计工作的和已持有
《统计从业资格证》但连续两年未年审的专、兼职
统计人员。

（二）培训、考试的内容
使用全国统计干部培训中心统一编印的教

材。
（三）报名、培训、考试时间安排：
1、报名时间：从业资格 7 月 1 日- 7 月 30 日

止。继续教育7月1日- 9月30 日止。
2、统计从业资格培训时间安排为 9 月，考试

时间为：9月21日。
3、统计继续教育培训考试时间为 10 月和 12

月。（继续教育在安顺市统计局办公室报名）。
（四）培训的组织管理
1、统计从业资格报名为网上报名，培训由市

统计局统一组织集中培训（各县区自行组织），9
月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网上报名网址w w w .t jcyzg .org）
2、统计继续教育采取全市统一组织、统一教

材，分级培训、考核。考试由市统计局统一命题。
各单位领导要充分认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加强
对统计工作的领导，配合统计部门做好统计培训
教育工作。

联系人：高红 电话：3222409
董敏 电话：3222622

安顺市统计局办公室
二○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陈应升：
本院受理曾志秀、王安祥分别诉你、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二案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的时间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
午14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堡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二○一四年七月九日

▲ 遗失刘虎座落于平坝县城关镇沿河路大东
方房屋所有权证，证号：平房权证南 06 私字第 228
号，声明作废。

▲ 遗失镇宁自治县四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22529000040634）；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证号：520423590791737）；行政印
章壹枚（编号：5225010019361）；组织机构代码证
（代码：590791737）；声明作废。

▲ 遗失李忠琼贵州省地方税务通用机打发票
十份，票号：01125093—01125100，声明作废。

遗 失

关于2014年度统计从业资格
培训和统计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公告

二○一四年第三十一期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人民法院公告

以色列总理称将继续
加大对哈马斯的打击
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9日电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胡9日发表声明称，以军代号为“护刃行动”的军事行动将
继续加大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
带其他武装力量的打击，哈马斯将为他们射向以色列的
数百枚火箭弹付出“沉重的代价”。

9 日，以军“护刃行动”进入第二天，内塔尼亚胡与国
防部长亚阿隆、以国防军总参谋长甘茨在南部城市贝尔
谢巴召开安全会议并发表以上声明。内塔尼亚胡还说，
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战况。分
析人士认为，这是在暗示以军可能会发起地面进攻。亚
阿隆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此轮打击不会在短期内结束。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自8日凌晨至9日，300 余枚
火箭弹通过加沙地带射向以色列境内，其中 53 枚被“铁
穹”导弹拦截系统成功拦截。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附近
距加沙地带约120 公里的地区也遭受火箭弹威胁，这是迄
今哈马斯火箭弹攻击距离最远的一次。

此外，哈马斯9日还向以色列南部城市迪莫纳发射数
枚火箭弹。据当地媒体报道，迪莫纳市是以色列核反应
堆所在地，是以国内最为敏感的区域之一。这也是该地
区首次受到火箭弹威胁。哈马斯一分支武装派别宣布对
此次袭击负责，称他们发射了约7枚火箭弹打击迪莫纳的
核设施，其中 3 枚被“铁穹”系统拦截，另外 4 枚落在开阔
地带。

以军在8日至9日的行动中共打击了加沙地带约600
个目标，其中仅 9 日晚就摧毁 100 多个目标，主要包括哈
马斯军事指挥处所、涉嫌从事武器走私的隧道和火箭弹
发射器等，有40 多名巴勒斯坦人在空袭中丧生。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拉姆
安拉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说，以军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军
事行动并非是向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开战，而是向
巴勒斯坦人民开战。

美国休斯敦枪击事件
造成6死1伤

新华社休斯敦7月9日电 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一大
城市休斯敦9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1人受伤。

据当地电视台ABC13 报道，枪击事件当地时间傍晚
发生在休斯敦北部斯普林地区的一户住家，2 名成年人及
3 名儿童遭枪击当场丧生，另有 1 名儿童被送往医院后不
治身亡。此外，还有1 名受伤的成年人正在当地一家医院
接受治疗。

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一名枪手正在驾
车逃逸，警方随即展开追击。截至北京时间 10 日 10 时，
警方与枪手还在距事发现场数公里处一个居民区中进行
对峙。

目前，枪手的身份及行凶动机不明，受害者的身份也
尚未披露。

休斯敦 5 日凌晨也曾发生枪击事件。在一场有数千
人观看的“加勒比海音乐节”现场，1 名男子不知何故突然
朝人群开枪射击，4 人遭枪击受伤，另有2名女子在惊慌逃
跑时被人踩伤。

日本学者批评安倍
没有改善与邻国关系意愿

新华社东京7月10日电 日本一些
学者组成的“集体自卫权问题研究会”在
最新一期《世界》杂志刊文指出，改善日
本安全环境需要外交努力，但安倍政权
没有做出积极外交努力，安倍本人也没
有改善与邻国关系的意愿。

文章说，安倍政权声称集体自卫权
能提高日本的遏制力，但这种安保政策
论缺乏现实性。改善日本安全环境需要
外交努力，而安倍政权的外交姿态、历史
认识以及安保政策大转换，只能招致与
邻国关系恶化，紧张关系升级。

文章说，无可否认，当前东亚的紧张
形势与日本主动挑起事端有关。2012
年，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购
岛”计划，触发紧张和混乱局势。后来，
安倍首相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无视亚洲国
家和美国反复释放的反对信号，基于个
人信念强行参拜靖国神社，自己扼杀了
与邻国的对话机会。

文章指出，安倍政权没有做出任何
积极外交努力。安倍经常对外声称，“对
话的大门始终敞开，对话不能预设条
件”。但与此同时，安倍反复做出邻国无
法容忍的事情，这相当于单方面划出“必
须无条件对话”作为自己的“对话条件”。

朝韩改善关系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
□新华社记者

韩国媒体 9 日报道称，朝鲜当天凌晨
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飞行物。
就在两天前，朝鲜提出改善朝韩关系的倡
议，呼吁朝韩双方结束敌对状态。朝鲜半
岛阴晴不定的局面使人感到，朝韩改善关
系并不容易。

做法两面有缘由

报道称，朝鲜 9 日凌晨朝半岛东部海
域再射两枚短程飞行物。韩国媒体称，这
是朝鲜今年以来的第 13 次发射行为，从
今年 2 月 21 日迄今，朝鲜已累计发射 90
余枚中短程发射物，发射之频繁和数量之
多都让人吃惊。

为何朝鲜在向韩国抛出橄榄枝后又做
出如此举动？韩国方面分析人士的看法
是，朝鲜可能在使用“和战双面战术”。有韩
国军方官员说，朝鲜最近的接连发射行为
意在证明具备无论何时何地均可发射导弹

的突袭发射能力，是一种武力示威。
而朝鲜也有自己的看法。7 日朝中

社发表题为《消除对峙状态是改善北南关
系的重要问题》的文章说，所有韩国和“外
部势力”进行的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都是
激化北南对峙的基本因素，因为这是其对
朝鲜同胞敌对政策的直接产物。韩国当
局和美国每年进行的联合军演都使北南
政治及军事对峙不断升级，严重危害半岛
和平。

如何改善存分歧

对于如何改善朝韩关系，双方分歧很
大。朝鲜认为“胡乱玩弄统一问题的韩国
当局无疑负有更大责任”。

韩国坚持要求朝鲜以“弃核”为条
件改善南北关系，从而解决朝鲜半岛和
平统一问题。韩国政府认为，仅靠没有
实际行动的承诺无法实现和平与和

解。为了改善韩朝关系，朝鲜应该展现
出无核化的诚意，通过具体行动为实现
无核化做出努力。

朝鲜的看法截然不同。7 日发表的
朝鲜政府声明批评韩国的“保守政权”，令
两国关系处于最恶化的破败局面，声明还
称由于美国施行霸权主义的亚洲策略，如
今的东北亚正在形成新的冷战局面，局势
十分复杂。

朝鲜政府认为，目前朝韩关系改善最
主要的障碍在于韩国联合美国对之采取
政治及军事敌对政策，企图扼杀朝鲜。

朝核问题成关键

朝核问题是半岛局势的关键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就目前来看，双方要在朝
核问题上达成共识还很难。

韩国政府坚持“不能容忍朝鲜进行核
开发”的立场，表示若朝鲜“发起挑衅”，将

果断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应对。同时，韩国
政府始终强调，只要韩朝增进信赖，朝核
问题自然会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希望
朝鲜做出同韩国进行对话、增进互信的正
确选择。

韩国政府还认为，这些目标仅靠自身
的努力难以达成，并呼吁国际社会凝聚力
量，促使朝鲜走上转变之路，努力成为国
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

朝鲜政府则坚持核是保家卫国、维护
地区和平的重要武器的立场，并表示要继
续加强核威慑力。朝鲜认为，其拥有的核
武器不仅不会阻碍朝韩改善关系还能保
障民族的和平与繁荣。

在 7 日发表的政府声明中，朝鲜声称
拥有核武可以威慑外部势力的侵略野心，
是维护自主统一、确保民族和平、安全和
繁荣的保障，同时还称韩国不应对核问题
指手画脚。

7月10日，在法国首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消防员
进行国庆阅兵游行排练。

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游行
将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1789年7月14日，巴黎
人民攻下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推翻了君主政权。
1880年，法国议会正式将7月14日定为法国国庆日。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