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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总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首都 哈马斯欲点燃反占领怒火

贪功冒进 特朗普会否败走耶城？
美国官员 5 日傍晚在一场

■专家观点

白宫吹风会上说，总统特朗普定

不按常理出招
特朗普走臭棋

于美国东部时间 6 日宣布，承
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
启动美国驻以大使馆迁往耶路
撒冷的进程，但不会马上从特拉
维夫搬过去。 专家称，特朗普不
按常理出牌， 此举是为了执政
“成绩单”。

大图：耶路撒冷。
小图：特朗普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驻以使馆不会马上搬

把驻以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是特朗
普去年竞选总统时的承诺。不愿公开姓
名的官员在吹风会上说，特朗普一直坚
持要兑现这一承诺，但搬迁不会马上进
行。特朗普将下令国务院启动驻以使馆
搬迁进程，整个过程需要“几年”。
路透社稍早时候援引几名美国高级
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打算命令幕僚开
始制订使馆搬迁计划，但预计他会把搬
迁进程延后半年启动。
按照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 5日
上午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特朗
普已经“打定主意”，将作出“对美国最有
利的决定”。她没有提及特朗普具体会宣
布什么。

耶路撒冷地位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
和平谈判中分歧最严重的议题之一。以
色列在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吞并
东耶路撒冷，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
列“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坚
持要求把东耶路撒冷作为独立的巴勒斯
坦国首都。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以色列
对耶路撒冷拥有主权。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政策是，耶路
撒冷地位问题须由巴以谈判解决。
美国官员在吹风会上说，承认耶路
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承认“历史和现
状”，而不是一个“政治决定”。这些官员
说，几乎所有以色列政府机构和议会都
在耶路撒冷、而不在特拉维夫。

不过，特拉维夫现在依然是以色列
政治中心，美国及其他与以色列有外交
关系的国家都把使馆设在这里。
1995年，美国国会在共和党推动
下通过一部法律，规定驻以使馆必须
迁至耶路撒冷，但总统有权以安全因
素为理由推迟执行，必须每 6个月签
署一份相关文件。此后历届总统，从比
尔·克林顿到贝拉克·奥巴马，都签字
延缓搬迁。
为配合推动巴以恢复和谈的努力，
特朗普今年 6月签署延缓搬迁的文件。
理论上，在上一个文件 12月 4日到期
后，特朗普要决定是否签署中止搬迁计
划、再次延后 6个月的总统令。

拉二世告诉特朗普，搬迁使馆将在中东
引发“危险的反响”，阻碍美国推动巴以
和平谈判的努力。
沙特通讯社报道，萨勒曼与特朗普通
话时强调，美国任何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
宣布都会“激起全世界穆斯林的情绪”。
埃及总统府说，塞西敦促特朗普不
要采取任何可能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措
施，避免任何破坏中东和平进程的举动。
白宫说，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
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路
透社说，以色列总理府没有回复采访
要求，不过一名部长级高官对特朗普
的决定表示欢迎，说以色列已经准备

好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
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5日晚在一
份声明中说，除“必要”公务外，领馆员工
及其家属不得前往耶路撒冷老城或约旦
河西岸。声明同时敦促美国公民不要前
往人群聚集或增派军警部署的地方。
巴勒斯坦一些团体说，如果特朗普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或者推进美
国使馆搬迁计划，将发起大规模示威。巴
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
伊斯梅尔·哈尼亚 5日说，美国把使馆搬
到耶路撒冷将“越过红线”，特朗普的决
定将“点燃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怒火”。

中东诸国反对并警告

美国在中东的盟国警告，美国驻以
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可能在这一地区引
发大范围动荡。
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埃及总统阿卜
杜勒·法塔赫·塞西、沙特阿拉伯国王萨
勒曼 5日接到特朗普打来的电话，被告
知，美国总统打算把驻以使馆迁往耶路
撒冷。这些领导人全都表示反对。
阿巴斯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纳
说，阿巴斯“警告说，这样的决定必然会
对和平进程以及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
全与稳定造成危险后果”。
约旦王宫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卜杜

博联社总裁、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说，特
朗普不按常理出牌，表态将打破 20多年来
美国就耶路撒冷地位相对超脱和中立的立
场，折损美国自诩中东和平进程“监护人”和
主要推动者的声誉和地位。
马晓霖说，尽管特朗普事先给巴勒斯
坦、约旦等国打过“预防针”，这些国家会做
什么样的表态还需观察。“耶路撒冷地位不
是一般议题，远不是选边站队的事，关系到
伊斯兰世界情感……对美国与伊斯兰世界
关系会产生长远影响。”
在美国中东政策层面，马晓霖坦言，特
朗普的决定是“一招臭棋”。
“首先，它意味着贝拉克·奥巴马政府
与伊斯兰世界缓和关系的努力倒退，导致
去年奥巴马访问沙特阿拉伯、与阿拉伯和
伊斯兰国家针对伊朗所建联盟的解体。第
二，它会刺激新一波反以色列乃至仇视犹
太人的激进浪潮，可能导致恐怖主义和极
端主义围绕耶路撒冷走向有新发酵。第三，
它将激起新一轮仇美情绪，把中东巴以之
间的矛盾焦点重新转为美国与阿拉伯和伊
斯兰世界的矛盾，不利于美国在中东推行
自身战略，也不利于美国在中东维护长远
利益。”他补充说。
白宫高级顾问、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
什纳正牵头制定美国中东政策，预计明年
年初公布。马晓霖说，特朗普上台以来，至
今没有形成完整对外战略和外交框架，基
本确定的是美国在中东呈战略收缩态势，
重点是维护以色列安全、维护美以同盟、确
保石油对外出口管道畅通、打压伊朗等与
美国对立的国家以及反恐等。
“现在他重用库什纳及其团队制定中
东政策，会破坏美国在中东一系列所谓‘重
点突出’的方向。”马晓霖说。
有专家称，特朗普在中东推进的政策路
线颇有“逢奥必反”意味，但他身边缺乏真正
的“中东通”，加上亲以派势力增强，导致中
东政策制定缺乏与阿拉伯国家沟通，难以得
到阿拉伯世界理解和支持，势必引发不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
大明说，特朗普今年内外政策“成绩单”略
显寡淡，或许希望兑现一些竞选承诺，给自
己“加分”。
按刁大明的观点，从在中东制衡对手
的角度看，俄罗斯今年 4月承认西耶路撒
冷是以色列首都，强调推进和谈，“特朗普
要为美国创造回调中东、抗衡俄罗斯的机
会，估计得反弹琵琶”。
“特朗普想强势回归中东，不断找抓
手，”刁大明说，
“他似乎想制造更大矛盾，
主动设置议题，给美国回归创造机会。”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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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租赁有限公司 限公司不慎将税务登 传媒有限公司不慎 娱乐有限公司不慎将 分公司（税号：110105571242863）
招商银 执 照 正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110115 不慎将组织机构代码证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登记，清算组成员：达孜县鼎瑞资本 26，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110108001 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
副 本 （ 注 册 号 ：973724
记证正本丢失，京税证字：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税务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组织机 废
5648
）作废公章、财务专用
务登记证副本丢失，京税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
资本 98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3000 投资有限公司、高远，清算组负责 类型为有限公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
011329856
）、组织机构代码证
）、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声
110113018506691）作废
公
公
声
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人：
高远，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 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
代码号：8017 110105344335963号，特此 注册号：1101060118498 登记证号：11010557318007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 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
1102232667650），组织机构代码（代码号：80206012-8），特此 代码：91110105074174927K副本（代码号：68049102-5），特 副本丢失，
证字：110105584428018账号：110915346110401，核准号：J1 证正副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承担。个体工商户签名：艾麦提江.苏力坦
4
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
日起
4
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3597-1，特此声明作废。声明作废
此声明作废。
09，特此声明作废
明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明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告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000153592901，特此声明作废。
号，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告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特此声明作废。
57124286-3，声明作废
X。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2017年12月7日
北京国建融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北京车网云服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北京厚德居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减（注册号：
北京百果天成农产品产销 声明 北京京瑞正业商贸中心 声明 北京九洋远航房地 声明 北京华邦印刷有限 声明 北京天华凯威管理咨询 作 北京市顺盛得利水产品经 作北京凯鑫国际科技发展有 注 号：
北京京辉嘉业家具有 声明北京市发兴铝制 声明北京卓越仕途广告制作
声明
声明
110107016328855）经股 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4JC075）
声明 北京中联会企业管理中心
声明 北京悦豪物业管理有
110105012662431）经股东决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 北京联众创世传媒广
告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部（注册号：
1101066046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税号：92110107M
A
00
专业合作社（税号：110113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限公司不慎将营业执
产开发有限公司不
限公司第三分公司不（注册号：110105009726068
品厂不慎将税务
公
司
（注
册
号
：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资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销，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税务
京税证字：照副本污损，统一社会信用代 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代码：91110228098903389H）不 685764715）不慎遗失北京市国家税 BTR67K）不慎遗失北京增值税 慎将税务登记证副本丢 110104001520242）不慎 110000450268273）遗失营业执照 废 10880）作废公章、财务专 废码：91110105082811754M销 定，
记，
清算组成员：
秦东魁，清算组组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5790689 税务登记证正本，
慎将卫生许可证丢失，证号：550
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20万元，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郭静，清算组
110114097508045号；营业 码：91110108352959952D，特 110224102848686，特此 慎遗失税控盘（税控盘编号：9299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码：1110 普通发票，发票代码：110017332失，税号：1101050649120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特此 副本（3-1）、副本（3-2）、税务登记 声 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声）作废财务专用章、法人人 公 长：秦东魁，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 公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负责人：郭静，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执照正本，
45日内向 之日起
朝卫水监字[2009]第 01688号：790689550
注册号：1101140
00477991）报税盘（报税盘编号：01171011，发票号码：07907901（记 0，发票好买：40926490-409264
证副本，税号：110101396036762。明 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明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告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告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社保证 （证号：
告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声明作废。
5X，特此声明作废
号，特此声明作废
928900477996）特此声明作废。 账联）、07907922，特此声明作废。 94，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110105050100），特此声明作废 17023528。特此声明作废 此声明作废。
权，特此公告。
特此声明
保请求.特此公告
北京古旭天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统
北京康高美达医疗设备
北京和瑞丰华商贸有限
北京洪华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
北京兴鹿绿园蔬菜市场有
北京响云电讯技术
北京博鑫建业商贸有
北京龙恩昌德科贸有限
北京飞云办公家具有限责
北京同心诚信制衣部
国子中红（北京）文化
北京种子部落数字
北京京宇顺通日
北京华富嘉禾国际石材有
北京华康世纪影视
北京佳成汇通商贸有限
注
注
作
作
作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册号：
声明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声明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声明 限公司不慎遗失税务 声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声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不 声明 遗失北京市工商行政 声明杂商店不慎将营 声明 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声明 销售有限公司 （税 号 声明 有限公司不慎将营 声明 公司（税号：1101128024
110115009521807）经股东会
限公司（注册号：
1
1
0
1
1
5
0
1
2
91110108M
A
00C
9K
G
54
），经股东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101642280X）不慎 码：91110108679621873M）不慎遗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9111010572140497X1）不慎遗失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 15208）遗失北京市商业企业专用 废公 司 （ 注 册 号 ：废203914）作废公章、财务专 废
管理局房山分局 2015年 04月 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 将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 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清算组成员：侯凯，吕水兴；负责人：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50份，发
3份，代码： 信 用 代 码 ：发票，发票代码：111000421011，号
码：9111010569000415 销公组负责人：
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倪进华，清算 公侯凯。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110111306772601）、组织机 不慎将组织机构代码证 慎将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京
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声5R
45
票代码：111001171011，发票号 码失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发票代
1100162320， 号 码 ：04229458、会
110000450281015）作废 声用、法人章（田德福）各一
倪进华，请债权人债务人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证 字 ：11010506276299123日核准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110113604270973，册号：11010201591667 96475599；代码：
）作废公章、发票专用章 自见报之日起
码：03115151至03115225、号码：声
册号：110111600437841，声明 号
A001UXQ7 03115301至03115350.
码：06028601-06028650，特此 ：1100172320， 发 票 号 码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副本丢失，代码号：66156 税
1100171320，号 91110112M
45日内向本公司清 告特此公告
特此声明作废。
明
各一枚，特此声明 告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3。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明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明枚，特此声明
声明作废
05396134、05396135，特此声明作废 30677260-1），特此声明作废 759-X，特此声明作废。 号，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
码：02198602。特此声明作废 1，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和知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枝味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宏丰昌投资（北京）有限公
北京北纬机电技术有限
北京市圣路行科贸发展
北京创世纪君阅文化传
北京神州博冠科技有
北京商汇全联管理
北京红旗云海旗杆
北京九皋昊天文化
北京融通华汇热
演武堂（北京）文化
北京信德佳建建筑工程有
北京鑫成通瑞投资有限公
减
北京万联汇众科技有
注（91110113M
作
作
作
声明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声明力技术开发中心 声明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声明有限公司慎德行分公司 声明 传播有限公司不慎 声明 咨询有限公司不慎 11010810203472X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声明 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声明 播有限公司，法人：吴军，声明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税 声明 销售有限公司不慎 执照副本（注册号：
声明 北京宝辰洗衣厂不
A00E5592X），经股东决
54204XC）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销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在快递过程
慎遗失组织机构代 废限公司（注册号：1101废司 （ 注 册 号 ：废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69
遗失通州分局 2012年 7月 23本（注册号：110112011725648
110108131 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号：110105018205325）、税务登记 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记，清算组成员：郝艳青，清算组负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将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丢 6517）、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将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丢 中不慎遗失北京增值税普通发
19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11011268577848X
）、组织机构代码 失，代码号：06488564-5，110108726371222），特此声明 失，
票，发票代码：1100173320，发票 码 证 正 本 ， 代 码 号 ：声08018978995） 作废 声110108015576471）作废 声 码：91110106330307136 公本由人民币
11010531825716 册号：11010501500677 失，代码号：
郝艳青，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
100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公责人：
注册号：1101080069（税号：110108339808172 4证正副本（税号：
777097382，
会信用代码：G10110112116351证正副本（代码号：68577848X
）、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特 特此声明作废
号
码
：
03026810、
03026811、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78782，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告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特此声明作废
此声明作废
号：318257164），特此声明作废 4，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
108，声明作废
03026812、03026813，声明作废。73823357-2，声明作废 明公章一枚，特此声明。明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明 8）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告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北京财盛新迪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注北京雷羽歌丝服饰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龙峰胜达商贸有 声明北京隆源硕基建筑装 声明九州汇丰资产管 声明北京市圣路行科贸 声明 北京蓝海城商贸有 声明 北京盛世金昌科技 声明 北京正吉暖通设备 声明 北京天盛美景装饰 作北京华欣宜融管理顾问 作北京仁信堂医院投资管理 作北京乐语通信科技有限公 减会信用代码：
9111010958089859XJ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6YH
声明限公司不慎将营业执
本版广告 由北京宏远盛世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限责任公司不慎将 有限公司不慎将营 有限公司不慎将税 中心不慎将营业执 废有限公司 （注册号：废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废司第一分公司，注册号：11资）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 理有限公司不慎 发展有限公司慎德
销Y90）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清算组成员谢纯雷，清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5 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行分公司（注册号：110105税务登记证正本损毁，京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务登记证副本丢失，税号：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代码：9111011409487659
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万元， 关申请注销，
·
谢纯雷，请债权人自见报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算组组长：
用代码：91110106MA002M65826299J）不慎将营业执照 注册号：110108017538 018205325）不慎丢失公章 税证字：110224X004446 110114012802059，特此 110105057309842，特此 110105014738319。特此 声110113017705955）作 声8W）作废财务专用章一 声0106017118820，作废财 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
每周二、三、四、五、六刊出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N
8XK，特此声明作废。 正副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344，特此声明作废。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99号，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明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明枚，特此声明
明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告请求.特此公告
告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

。

。

声明 公告登报热线 010-57754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