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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公告 广告刊登热线广告刊登热线：

公司地址:新生路107号新鼎球大厦1505室（华夏银行大楼）

●无锡市正盛杰化工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无锡中升星辉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订金收
据，收据编号：1677669，金额人
民币壹万元整，声明作废

●尤和珍遗失无锡市尤渡股份
经济合作社股权证 ，证号 ：
0000359号，声明作废

常
年
批
发

冬虫夏草48元/克起
无锡工运路中国饭店一楼
无锡中山路锦江大酒店一楼82759166

招商公告
无锡地铁汽车保养与维修项目代理
合作伙伴公开招募。
详见官网http://www.wxmetro.net

12月11日17:00前报名 0510-81966327

●失郭金霞保险执业证，编号0
2008732020080002017007275，废

●遗失苏BB3277锡20002350
苏BB3259锡20002349营运证废

● 失 苏 BG7861 营 运 证 锡
20015196正副本废● 失 苏 BA6012 营 运 证 锡
20026961正副本废

● 失 苏 BW6722 营 运 证 锡
20028164正副本废

●遗失南长区徐德峰副食品商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20203600172687 ，正 本 编 号
320203000201202060026，副本
编号320203000201202060030，
声明作废

●张海峰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320211600345387，
正本编号320211000201501090
049，副本编号3202110002015
01090061，声明作废

●周靖皓遗失无锡市侨谊幼儿
园金科园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
缴纳书(收据)，项目幼儿园保育
费，编号00937561，特此声明

●遗失执业证：陈英娜0200303
2020080002014001000废

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桃源社区

商会经主管单位批准同意注销，并成

立清算组。特此公告。

联系人：孙文卫

联系电话：13003336756

地址：无锡市钱姚路88号

注销公告

本人1968年出生，1973年左右被
领养送养到外地，据当事人讲我老家是
无锡的，父亲叫玉杰，哥:海清、海洪、海
*，我是老四，姓孔或顾，名字和姓都是谐
音，因南北口音不同，可能有误，父亲是
搬运工，家中母亲残疾，具体位置在无锡
东南方向，离火车站十公里范围内，七三
年左右公交车往东南跑到终点站就掉头
回无锡火车站了，终点的地方有一个让
当事人记忆非常深刻的像堤坝一样的长
土丘，我老家离土丘一公里左右，希望无
锡人民看到后，有疑似对象或知情者请
你们献一份爱心，谢谢你们!

寻 亲

联系电话: 13921247927，15852593242，13961601576

无锡市滨湖区计划生育协会经主

管单位批准同意注销，并成立清算

组。特此公告。

联系人：吕晓雯

联系电话：0510-81173116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金城西路500号

注销公告招商公告
无锡地铁1、2号线LED数字媒体
大屏项目代理权公开招商。
详见官网http://www.wxmetro.net
12月11日17:00前报名0510-81966327

无锡地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6日

无锡地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6日

无锡市滨湖区计划生育协会清算组
2019年12月3日

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桃源社区商会清算组
2019年12月3日

在马克龙提到的与美国有关
的问题中，军费支出是近年来威
胁北约团结的一个主要问题。北
约成员国2014年同意，10年内
将各自防务支出增加到相当于国
内生产总值2％的水平，但德法
等不少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进展缓
慢，引发特朗普不满。特朗普不
断敲打这些国家，要求削减美国
在北约的军费开支，降低美国承
担北约直接预算的比例。

11 月中旬，默克尔终于承
诺，德国将在本世纪30年代初把
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由 2018 年的 1.4％逐步提升至
2％，履行北约成员国的承诺。不
过这一表态能否使特朗普满意还
不得而知。

在此前有关北约军费分摊机
制的谈判中，法国认定自身所做
贡献已超出其在北约应承担的份
额，一直不同意承担更多。

有媒体以熟悉北约运行情况
的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除美国
以外的北约成员国同意分摊更多
该组织运行成本，各方期望在伦
敦峰会前达成一致。不过直到目
前尚无各方已达成一致的确切消
息。

关于土耳其问题，有媒体上
周援引来自北约高层人士的消
息称，土耳其拒绝支持北约旨在

强化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波兰防
御能力的计划，并试图借机与北
约“做交易”，以换取北约在打击
叙北部库尔德武装问题上的更
多支持。

同时，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防空导弹系统也令美国
和北约其他成员国大为不满。
它们认为该系统无法与北约武
器系统兼容，并且可能帮助俄方
定位和追踪美国与盟国的战机，
要求土耳其放弃购买。但土耳
其认定其他国家无权干涉此事，
坚持购买S－400，最近还出动
F－16等军机对S－400进行了
测试。

此外，如何处理北约与俄罗
斯关系在北约内部也存在较大分
歧。马克龙此前呼吁改善对俄关
系，在伦敦峰会前又强调俄是欧
洲国家，要思考与俄罗斯的对话
是否会让欧洲更加和平。然而舆
论认为，北约目前尚无法与俄就
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双方在裁
军和军控等问题上也存在较大分
歧。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国际局
势发生深刻变化，北约成员国的
利益差异也逐渐显现，矛盾日益
突出，使这一诞生于冷战时期的
军事政治集团的未来发展充满不
确定性。 （据新华社）

12月1日是安德烈斯·曼努埃
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就任墨西
哥总统一周年。他当天发表讲话，
谈及国内安全形势，拒绝外国干
预。

洛佩斯在首都墨西哥城索卡
洛广场告诉数以千计支持者：“我
们不接受任何形式干预，我们是主
权和自由国家。”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1
月27日说，他打算将墨西哥贩毒
集团认定为恐怖组织，但没有提
及后续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11
月初，9名美国公民在墨西哥北部
遇袭身亡，大部分死者同时有墨
西哥国籍，特朗普随后敦促墨方
向贩毒集团宣战，说美方愿意提供
帮助。

墨方反对美方插手，担心美方

可能在墨西哥境内采取单边行动。
政治分析师法尔科·恩斯特告

诉路透社记者，毒贩不会自行克制
或收敛暴力行为，打击贩毒集团应
成为墨西哥政府整体安全策略的
重心之一。只是，墨西哥政府近日
对贩毒集团“妥协”触发批评。

墨西哥警方上月抓住大毒枭
华金·古斯曼之子奥维迪奥·古斯
曼，触发毒贩武装袭击，警方被迫
释放奥维迪奥。洛佩斯事后解释，
防止流血冲突比逮捕奥维迪奥更
重要。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洛佩斯依
然受到民众欢迎。11月初遇袭死
亡的一名美国人的家属告诉媒体
记者，墨西哥政府的政策“不管
用”，但她依然支持洛佩斯。

（据新华社）

“脑死亡”，吵翻天——北约矛盾重重
分歧多，“有话很难好好说”，峰会蒙阴影

打击贩毒集团 已致多人死亡

墨西哥拒绝外国“插手”

北约将于12月3日至4日在伦敦举行峰会。今年是该组织成立70

周年，根据峰会安排，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回顾该组织成立70年来取

得的成绩，商讨北约如何应对新挑战，并确定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峰会

前夕北约内部多重矛盾凸显，给此次峰会蒙上阴影。多个成员国最近

几天吵翻天，不少人担心峰会期间“会继续吵下去”。

“脑死亡”言论凸显矛盾 多国吵个没完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定于12
月初抵达英国首都伦敦参加峰
会。北约成立70周年之际，北约
高层希望借这次峰会展示“成功
结盟”形象，但内部近来争吵愈发
激烈。

按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
格的说法，伦敦峰会上北约成员
国领导人将就如何让北约更适应
世界新形势等问题做出决定，认
可太空为新的作战领域，更新北
约的反恐计划，并讨论俄罗斯、军
备控制等相关议题。此间舆论预
计，峰会还将围绕网络安全、叙利
亚问题等热点议题展开讨论。

然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久前
的一番言论却给峰会泼了一盆冷
水。他在11月初接受英国媒体
专访时称，北约内部缺乏战略协
调，正在经历“脑死亡”。这番言
论直指美国和土耳其。

北约成立70年来，美国一直
在其集体防御机制中充当“领头
羊”。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后
发表“北约过时”论，并反复敦促
北约其他成员国增加军费，在伊
朗核协议、《中导条约》等问题上
也与欧洲盟友产生分歧。马克

龙指责特朗普是“第一个”与欧
洲盟友“想法格格不入”的美国
总统。

土耳其今年10月在叙利亚
北部地区展开地面军事行动，打
击库尔德武装，遭到法国等一些
北约成员国反对。马克龙批评土
耳其“在对我们利益攸关的地区
未经协调发动进攻”。

马克龙上述言论不仅遭到土
耳其“回怼”，众多北约成员国和
欧盟官员也发声为北约站台。德
国总理默克尔说，由于“欧洲光靠
自己无法自卫”，所以维护好北约
非常关键；虽然土耳其在北约内
有点“另类”，但从地缘政治角度
看，土耳其对北约意义重大，应该
留在北约。

不过马克龙11月28日在巴
黎会见斯托尔滕贝格后对媒体表
示他拒绝为“脑死亡”言论道歉，
并称北约需要“警钟”而他很高兴

“警钟”已经敲响。
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以“脑

死亡”这一刺激性词语形容北约，
不论是否得到其他成员国认同，
都凸显了当前北约内部矛盾重重
的现状。

诸多问题一团乱麻，分歧多多弥合不易

墨西哥北部科阿韦拉州警方
与贩毒集团武装人员接连两天交
火，共计20人死亡，包括2名平民。

墨西哥总统12月1日说，墨方
将自主处理国内安全事务，不容其
他国家干预。

警匪枪战 警方、武装人员、平民均有人死亡

科阿韦拉州政府12月1日发
布声明，说警方11月30日打死7
名武装人员，12月1日打死7名武
装人员，另有3具尸体的身份待辨
认。

当天晚些时候，州政府再次发
布声明，说警方两天内打死14名
武装人员，4名警方人员死亡；另有
2名平民遭武装人员挟持并杀害。
6名警察受伤，4名平民遭武装人
员扣为人质。

11月30日中午，载有超过60
名武装人员的车队进入科阿韦拉
州乌尼翁镇，车上装备重型武器。
武装人员扫射镇政府办公楼、挟持

多名人质、与警方交火大约90分
钟。警方击毙多名武装人员，随后
追击其他人，12月1日再次击毙多
人。

科阿韦拉州政府说，警方缴获
17辆武装汽车，正在直升机协助下
继续抓捕袭击者。他们是墨西哥
北部贩毒集团成员，袭击的原因可
能包括扩大势力范围。

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
示，乌尼翁镇响起密集枪声，有
人惊慌喊道：“待在屋里。别出
去。”媒体照片显示，许多车辆遭
焚毁，镇政府办公楼的墙上满是
弹孔。

拒绝干预 总统：“我们不接受任何形式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