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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官方媒体 13 日公布的统计数字
显示，12日晚发生在伊朗与伊拉克边境地
区的地震已经致使伊朗方面至少 328人死
亡，2500多人受伤。

加上伊拉克方面统计的丧生人数，这
场强烈地震已经致死超过330人。

国际媒体报道，地震引发山崩和断电，
影响了救援速度。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消息，
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省哈莱卜杰西南 32 公
里处当地时间 12日晚 9时 18分（北京时间
13日 2时 18分）发生 7.2级地震，震源深度
33.9公里。

伊朗国家电视台 13日报道，地震共造
成伊朗方面至少 214 人丧生，另有 2504 人
受伤。稍晚些时候，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
死亡人数已经增至 328 人，并有可能进一
步上升。

路透社报道，这次伊朗方面受地震影
响最严重的当属克尔曼沙阿省。在这个省
的萨尔波勒扎哈卜县，至少 142 人死于地
震，当地距离两伊边界15公里。

按路透社的说法，伊拉克受灾最严重
的地区是达尔班迪汗镇，当地位于苏莱曼
尼亚省首府苏莱曼尼亚市以东 75 公里
处。库区卫生部长雷考特·哈马·拉希德
说，当地30多人在地震中受伤。

【断电、就医难】

伊朗克尔曼沙阿省副省长穆杰塔巴·
尼凯尔达尔证实，当地政府正在搭建 3 处
赈灾营地。

伊朗政府分管赈灾的官员皮尔·侯赛
因·库利万德说，现阶段难以向一些偏远地
区派遣救援队伍，因为“地震引发的山崩阻
断了道路”。此外，重灾区萨尔波勒扎哈卜
县的一家主要医院已经被严重损毁，被送
至那里的数百名伤员无法接受治疗。

伊朗内政部长阿卜杜勒－礼萨·拉赫
马尼·法兹利证实，军队正在赶赴震区参与
救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30
支医疗救援队已经出发前往震区。

伊朗红新月会负责人说，超过 7 万人
需要紧急避难。卫生部呼吁民众为伤员献
血。

一名伊朗石油部门官员说，石油管道
和炼油厂尚未受地震影响。

据路透社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伊朗和
伊拉克数座城镇断电，由于余震不断，两国
数以千计居民不得不在户外躲避。伊朗一
家地震观测中心说，他们统计到 50 次余
震，预计还会有更多余震发生。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浙江杭报金都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简介
浙江杭报金都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2月，由杭报集团和金都集团

组建，公司注册资本达人民币3.86亿元。
公司主要运营临平新天地文创产业园区和新天地SOHO公寓及文创大厦，具体负

责文创大厦的开发建设和产业园区的项目搜索、宣传推广及园区管理等。
临平新天地位于杭州余杭区临平藕花洲大街和东湖路交界处，是临平重要工业遗

存保护项目。园区占地面积60多亩，由2幢新建筑、13幢工业遗存旧建筑组成，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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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关从业经验，做六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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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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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编号：杭登公字[2017]余0074号

下列不动产权利人因保管不善，将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遗失（灭失），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原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
记证明声明作废。

序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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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人

詹建波、吴星英

詹建波、吴星英

詹建波、吴星英

权证类型

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

证

房屋所有权

证

不动产坐落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玉

城公寓11幢三单元902室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玉

城公寓11幢三单元902室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玉

城公寓11幢三单元902室

不动产证号

杭余商国用

（2011）第04693号

余房权证良移字

第11124673号

余房权证良移字

第11004296号

声明原因

遗失

遗失

遗失

公告单位：杭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 11月14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公告
编号：杭登公字[2017]余0073号

因我机构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公告作废。

公告单位：杭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 11月14日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号 权利人权利人权利人权利人 不动产权利类型不动产权利类型不动产权利类型不动产权利类型 不动产单元号不动产单元号不动产单元号不动产单元号

1 余房他证字第14257451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晖支行 抵押权 330110104001GB00225F00030001

2 浙(2017)余杭区不动产证明第0087057号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 抵押权 330110102007GB00107F00020001

3 杭余商国用（2014）第27996号 黄雷雷、申海燕 国有土地使用权 330110104001GB00225F00030001

4 余房权证星移字第14352867号 黄雷雷、申海燕 房屋所有权 330110104001GB00225F00030001

5 余房权证星移字第14352868号 黄雷雷、申海燕 房屋所有权 330110104001GB00225F00030001

6 浙(2017)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101403号 夏洁梅、史登青 不动产权 330110102007GB00107F00020001

7 余房他字第10106729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分行 抵押权 330110101001GB11877F00010009

8 余房他证字第14229588号 杭州高科技担保有限公司 抵押权 330110116001GB03455F00060001

9 余房他字第12155280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 抵押权 330110118003GB00352F00010042

10 余房他证字第14251856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抵押权 330110106001GB00582F00060029

11 余房他证字第14251855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抵押权 330110106001GB00582F00060028

12 杭余商国用（2011）第22403号 郑君威、郑苹苹 国有土地使用权 330110118003GB00352F00010042

13 余房权证闲移字第11131268号 郑君威、郑苹苹 房屋所有权 330110118003GB00352F00010042

14 余房权证闲移字第11021287号 郑君威、郑苹苹 房屋所有权 330110118003GB00352F00010042

15 余房他字第12161352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行 抵押权 330110104001GB00184F00030002

16 余房他证字第16325753号 谢碧君 房屋他项权证 330110107004GB00172F00050001

17 余房他证字第13217332号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仓前支行 抵押权 330110117011GB00898F00010001

18 余房他证字第13217334号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仓前支行 抵押权 330110117011GB00898F00030001

19 余房他证字第13217335号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仓前支行 抵押权 330110117011GB00898F00040001

20 余房他证字第13217336号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仓前支行 抵押权 330110117011GB00898F00050001

21 余房他证字第13217333号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仓前支行 抵押权 330110117011GB00898F00020001

22 余房预字第13200062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抵押权 330110101007GB00005F00020001

不动产坐落不动产坐落不动产坐落不动产坐落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广厦天都城天风苑28幢1单元502室 （2016）浙0103执4271号之一

余杭区东湖街道赵家弄3幢5单元601室 （2013）杭江执民字第2314号之二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广厦天都城天风苑28幢1单元502室 （2016）浙0103执4271号之一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广厦天都城天风苑28幢1单元502室 （2016）浙0103执4271号之一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广厦天都城天风苑28幢1单元502室 （2016）浙0103执4271号之一

余杭区东湖街道赵家弄3幢5单元601室 （2013）杭江执民字第2314号之二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庭院深深花苑清辉庭2幢1单元501室 (2017)浙8601执46号

余杭区余杭镇南安新区6幢012,013# （2016）浙0108执1374号之一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山水居紫薇苑28幢三单元1602室 （2017）浙0104执1604号之一

余杭区乔司街道永玄路125号 （2015）杭余执民字第7534号之八

余杭区乔司街道永玄路121，123号 （2015）杭余执民字第7534号之八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山水居紫薇苑28幢三单元1602室 （2017）浙0104执1604号之一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山水居紫薇苑28幢三单元1602室 （2017）浙0104执1604号之一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山水居紫薇苑28幢三单元1602室 （2017）浙0104执1604号之一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华翠嘉苑5幢1单元904室 （2017）浙0110执1053号之一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阳光一百嘉园6幢3单元302室 （2017）浙0110执2694号之一

余杭区仓前镇吴山前村 (2017)浙0110执1315号之一

余杭市仓前镇吴山前村 (2017)浙0110执1315号之一

余杭区仓前镇吴山前村 (2017)浙0110执1315号之一

余杭区仓前镇吴山前村 (2017)浙0110执1315号之一

余杭区仓前镇吴山前村 (2017)浙0110执1315号之一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蓝庭花园锦华院5-7室 （2017）浙0110执1828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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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边境强震已致 328人遇难

新华社贝鲁特11月13日电 黎巴嫩总
理萨阿德·哈里里12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他将在安保措施完备后“很快”返回黎
巴嫩履行辞职程序。

哈里里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受黎
巴嫩未来电视台采访时做出这一表态。这
也是哈里里自本月4日在沙特宣布辞职以
来首次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

哈里里在采访中否认遭沙特软禁，强
调自己行动自由。但他表示，出于对人身
安全的担忧，他目前正在重新审视安保部
署，在安保措施完备后，他将“很快”返回黎
巴嫩，按照宪法程序正式辞职。

哈里里表示，他宣布辞职是为了黎巴
嫩的利益，是想给黎巴嫩“敲响警钟”，以便
让大家知道黎巴嫩处于“危险境地”。他再

次指责伊朗在其“羽翼”黎巴嫩真主党支持
下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

哈里里说，回国后他将与总统米歇尔·
奥恩进行长谈，重点讨论未得到执行的“不
卷入政策”，即黎巴嫩不卷入地区冲突。他
表示，只有在黎巴嫩完全信守不卷入地区
冲突政策的情况下，他才可能收回辞呈。

黎巴嫩真主党是什叶派政治和军事组
织。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真主党支持叙利
亚政府，并派出武装人员参与叙政府军与
反对派武装的战斗。真主党总书记哈桑·
纳斯鲁拉指责沙特干涉黎巴嫩内政，逼迫
哈里里辞职。但沙特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4日，正在沙特访问的哈里里突然宣布
辞职。奥恩则表示，在哈里里回国当面说
明情况前，不会决定是否接受其辞职。

黎巴嫩总理称将“很快”回国
辞职是为“敲响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