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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名中国船员在加蓬遭挟持
据新华社利伯维尔 12 月 23 日电 （记
者王松宇） 中国驻加蓬使馆 23 日证实，加
蓬首都利伯维尔奥文多港口海域 22 日晨发
生了一起海盗袭击事件，中加渔业公司 2

艘渔船遭抢劫，船上 4 名中国籍船员被挟
持带走。
中国驻加蓬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
案，指导企业向当地渔政部门和警方报

案，并即派官员赶赴现场了解情况，慰问
相关企业；同时紧急同加蓬方面联系交涉
并召开联席会议，要求全力展开追查搜救
行动，保障有关船员安全。加方目前已加

强海上安全措施，并开展相关工作。
使馆并提醒中国在加蓬企业和公民加
强安全防范，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与使
馆联系寻求协助。

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案宣判：

菲律宾
9 人饮椰酒丧生

5 人死刑，3 人被判 24 年监禁
据新华社利雅得 12 月 23 日电（记者 涂
一帆）沙特阿拉伯总检察院 23 日说，沙特记
者卡舒吉遇害案 5 名涉案人员被判处死刑。
沙特总检察院当天发布声明说，利雅得
刑事法庭对 5 名直接参与谋杀卡舒吉的男子
判处死刑，3 人因涉案被判处 24 年有期徒
刑，另有 3 人被判无罪。

声明说，涉案的沙特前情报总局副局长
艾哈迈德·阿西里因证据不足被释放。曾担
任沙特王室顾问的萨乌德·卡赫塔尼虽接受
了调查，但未受到任何指控。声明还说，卡
舒吉案经过九次开庭，在第十次开庭时做出
判决。判决结果公布时，卡舒吉家族代表和
土耳其驻沙特大使馆代表均在场。

卡舒吉遇害前为 《华盛顿邮报》 等多家
媒体供稿，去年 10 月 2 日进入沙特驻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再也没有出来。同月
20 日，沙特检察机关宣布卡舒吉死亡。同
月 25 日，沙特总检察长萨乌德说，卡舒吉
死于谋杀。去年 11 月 15 日，沙特检察机关
发表声明，宣布起诉 11 名犯罪嫌疑人。

美国 69 车连环追尾

至少 51 人受伤，事故原因疑似路面结冰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一条州际公路 22
日发生连环追尾，至少 69 辆车相撞，51 人
受伤，其中两人伤势危重。
弗吉尼亚州约克县的 64 号州际公路西
向路段当天早晨 8 时发生连环追尾。约克县
消防局长斯蒂芬·科普钦斯基说，伤者中

两人伤势危急；11 人伤势严重，不过没生
命危险。事故现场照片显示，许多车辆引
擎盖严重变形，挡风玻璃破碎，一辆红色
卡车“骑”在另一辆车上。目前，警方正在
调查事故原因，初步推断大雾天气和路面结
冰导致事故。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一条州际公路发生
连环追尾 据新华社/路透

菲律宾警方 23 日通报，9 人因
饮用本土出产的传统菲律宾椰酒不
幸身亡、100 多人入院治疗。
警方说，在拉古纳省黎刹镇近日
一场聚会上，8 名居民因饮用一种当
地品牌传统椰酒丧生，至少 122 人因
出现胃痛、呕吐、部分肢体麻木等症
状入院治疗，
有些人已失去意识。
奎松省坎德拉里亚镇发生另一
起饮椰酒致死事件，一名居民与邻
居饮用私人酿制椰酒 3 天后于本月
22 日死亡，另有 6 名同饮者被送往
医院，其中两人陷入昏迷。
椰酒是菲律宾拉古纳、奎松等
地常见的一种传统蒸馏酒，酿制时
需收集椰子汁液后煮熟、发酵并蒸
馏，酒精含量一般在 40%左右。一
些私人家庭作坊也酿制椰酒，蒸馏
时卫生状况堪忧。
（据新华社微特稿）

广告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海口办理点

本栏目与南国都市报数字报
ngdsb.hinews.cn 同步刊发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经营站 65306703 新华南路 7 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站 68553522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 1308 房
琼山站 65881361 府城镇建国路 4 号华侨大厦 1403 号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66810582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白龙站 65379383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 3 楼
新华站 66110882 新华南路 7 号海南日报大院
秀英站 68621176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 A 栋 2 单元 703 房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 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页广告及其他业务。

海南侨中刚退休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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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老师带你攻克英数物化生，
严 格 筛 选 ，重 点 辅 导!1368750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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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方案、
自传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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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月嫂 照顾老人 开荒保洁
68558857 国贸海德堡酒店 8 楼

全岛旧货回收
空调、旧货回收，电话：1332207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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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政
▲护理老人 保姆月嫂 开荒保洁66661234
宝月家政 文明东路店 龙华路店66661234

出 租
▲仓库集装箱出租
电 话 13907598359

园林绿化
▲花卉出租 花木种植 13322027316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 13322027316

海口市 独栋别墅会所 出售

防水治漏高级工程师免砸砖补漏及
疑难杂症补漏包好13976651238

建 筑 面 积 512m2 送 花 园 4 亩
1800万元 0898-66660138(截止年底）
铺面招租

龙昆南路海师大附近，铺面约 700 平米，
带简单装修，价格面议。15501840630

便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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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

咨询

▲省医院附近独立厨房带阳台单间出售， ▲贷款咨询:海口车贷房贷信用贷款咨询
详情请致电 13518809443
服务 18689786936 蔡经理
▲国贸大润发旁，电梯 2 房，急售 109 万！
(截止 2020 年 12 月）13876826658
▲澄迈长寿之乡自建房，4 房 3 厅带菜园
庭院 59 万（2020 年 1 月止）13307594699
▲永兴搬家公司电话:13976638576
▲五指山路别墅 8 房 2 厅 220 万。新房带
专业搬家、公司、家庭 、单位、居民
精装15000/平（截止2021年）15338915557
▲海口新房内部价格。恒大美丽沙，恒大外
滩，碧桂园，西海岸各大楼盘17786990589

搬家

征婚交友

回收旧货
▲回收家俱、家电、宾馆、酒店、铁床、空调
的电话 13697563687

▲思达圆婚介平台有：单身男女各 3 仟多
名，资料真实可鉴，来就有约见面 ...
龙华路 41 号（椰树厂门旁）
66500706、18976082986

代办资质，注册公司，记账报税
商 标 注 册 15208929668

沙发翻新
▲专业翻新包厢卡座 . 软包 . 硬包床头 .
椅子 . 沙发换皮换布 13807594989

招 聘

招聘

农 药 、肥 料 、业 务 员 15008027177
(有日本进口 EM 菌和鱼蛋白出售)

农地转让
三亚城边 15 亩农地转让，
30 年
租期，
交通便利 13907600079

有机化肥
▲长期有机肥厂价直销，长期收购粉碎杂
草。电话：13976031369

卷闸门
▲批发铝合金卷闸门抗风门手动卷闸门
日夜维修卷闸门 13876965728

装修防水

▲海口中亚学校招聘幼师、美术、音乐老
师，电话:17372011982
▲海口木材厂招杂工
电话：13807592819

▲室内外装修、防水、旧房改造、外墙清洗
拆装、钢结构等 18876699286
▲涂料 7 元起局改贴瓷砖防水水电，联
系：13976924568 陈

工商税务

园林绿化修剪

▲代理公司注销、注册，记账报税、食品卫
生许可证、资质类 15008973281

▲树木（枝）修剪、整形等业务。园林公司
专业负责 13976641885 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