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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保密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快速婚查找人取证55981111
●保险律师维权 15225196591
●现金收欠条！婚查取证、

难事帮办、找人 13283808650
不成功不收费 13213240271
●保密婚查定位找人收购债

权难事帮办 18697337007
●取证追债成付 15617502110
●合法帮办成付 15617503110
●取证婚查找人 13393702135
●收债权，小额当天，大额三天

婚查找人成付 18503843336
●离婚继承律师 13592648929
●要账定位找人 13213205050
闪电清债56031679
《要账专家》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神速

讨账专业定位找人成功收费

全国热线：13071022966
紫荆山。电话：18838272316
诚信帮收欠款
我公司多年帮收欠款经验

小额当天，大额三天，办成收费

快速解除您欠款难收的烦恼

咨询专线：13937129575

《事成收费》
专业收购欠条，针对个人借款，

工程款，投资担保，快速找人。

郑州周边城市：15639711106
安阳鹤壁濮阳：15639277719
南阳信阳驻马店:17071603027
许昌洛阳焦作：17071603028
■办成收费■
现金收购欠条，职业要账最专

业的团队，安全合法方便快捷

郑州及周边城市 18638576632
南阳驻马店信阳 15517139606
焦作洛阳三门峡 15516192235
许昌平顶山周口 18638575695
新乡济源商丘市 15538299382
■全国帮收■
现金收购欠条：当天到账

职业要账团队：事成收费

郑州及周边市县 15516995110
鹤壁濮阳安阳市 15538355056
洛阳南阳平顶山 15136429593
许昌周口驻马店 15136429609
13253377120要账
成付13015506677
要帐18530015557
合法事成收费
快速清收国内各种欠款，现金

收购欠条、债权等各种疑难纠

纷。热线电话：13673995729

老兵★清债
信誉：客户至上 诚信第一

规范：正规注册 律师策划

业务：各种欠款 全国追收

专业：退伍老兵 团队合作

经验：数万余起 成功收费

咨询电话 0371-66797888
雷龙★讨债

本公司合法诚信，律师策划

快速追收企业个人各种欠款

成功收费：17084889888
律师快速要账

8 年 成 功 经 验 事 成 收 费

邀各地市加盟分部合作共赢

西区电话：15838036875
花园路电话：13838389313
紫荆山路电话：15638176869
东区：13027788886
全国速清债权
专业帮收欠款小额当天大额

三天事成收费 婚查定位找人

17737506785、13838043099
神速18137889110
专业要账

强大律师团队多年要账经验

诚信合法专业快速找人清欠

各种债务，婚查，事成收费。

总部电话：18037687790
郑州北区电话：13937137327
收欠条15803991906
收欠条13783415585
专业找人要账
诚信、事成收费 15981931673

抵押贷款

《快贷》56705566
新老房车按揭房再贷额度高

息低循环用手续简便放款快

贷款快56777787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含郊县

房车贷56777788
新老房银行贷 1-10年循环用

垫资全额贷信用差欠款再贷

急用钱56777776
身份证房车信用差借款简便

垫资快 56777776欠款房再贷

快速56705588贷款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 56705588含郊县

快速贷55091136
新老车房贷信用贷银行息

企业贷保证金垫资速度快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 13937186845
●注册公司 18539578966
●代办公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 13526626508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各区加快注册 15225177774
●QS●生产许可证 56789370
●企业上市服务 13526629768
●免费注册公司 13253553330

●注册变更快办 17737186637
●快办工商资质安全86187633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500元起代办公司86107188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疑难公司快办 13213196669
●工商注册代理记账55932726
●标准备案保健食品53661248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

专办、企业上市服务13503711111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代理记帐 13592684668
●办理各种资质 15517559996
●超低快办公司 63702222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 ●快办资质●
房地产、物业、技工、八大员

18039338166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疗器械 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低价电力园林物业房地产

高效诚信不成退款 86107088
【总承包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 63838000
市政◆公路◆通信 63830333
机电◆石油◆化工 63863366
资质升级

专业二升一，成功再收费

房建●市政 15237179988
钢结构 0371-56660707

■地市专办■
建筑●市政●机电 86099088
消防●照明●承修 86099688
钢构●防水●环保 86099288
房地产●园林●物业86099188
土石方●地基●劳务86099988
快办公司资质
快办公司房地产物业安全证

八大员技工证 66364166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 技 工·八 大 员 65593711
全省资质专办

12 类总承包/36 类专业承包/
房地产/园林/劳务 55053903
省内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资质工商税务
园林医疗建筑资质工商注册

税务记账审计 13303861299徐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认证咨询

●企标QS生产许可证56012391
●一级资质合作房建装修路桥

遂·标书·预结算 56602578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3、14、15版

朝韩在边境地区互射炮弹
韩国下达居民撤离躲避令 韩军警戒级别调至最高

韩国国防部20日证实，朝鲜军方当天下午在西部边界地区向韩方发射炮弹，韩方发射数
十枚炮弹予以还击。朝方尚未对韩方说法做出回应。

韩联社援引韩国国防部官员
的话报道，根据军方雷达监测，朝
方下午3时52分向韩国京畿道涟
川郡发射一枚疑似火箭炮的炮弹，
又于4时12分发射了数枚炮弹，没
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作
为回应，韩方下午5时4分（北京时
间下午4时4分）向朝方发射源头
发射了数十枚口径为155毫米的
炮弹。朝方尚没有后续反应。

韩国军方和政府向京畿道涟
川郡、坡州以及江华岛等附近区域
居民下达了撤离躲避命令，并将全
军警戒级别调至最高级。韩国总
统府下午6时左右紧急召开国家
安全保障会议，讨论应对方案。

朝鲜要求停止反朝“广播战”

韩国媒体分析称，朝鲜炮击
疑为针对韩国近来重启的扩音
器装置。不过韩国军方负责人
回应称，“扩音器暂时没有遭到
破坏”。

本月4日，韩朝非军事区韩
方一侧发生两次爆炸，造成两名
韩国军人重伤。韩国国防部调
查团认为，这是朝方将地雷埋设

在非军事区韩方一侧所致。不
过，这一说法遭朝方否认。作为
回应，韩方10日宣布重启对朝鲜
的广播喊话。这是时隔11年来，
朝韩双方再次打起“广播战”。

朝鲜军方15日曾警告，如
果韩方继续“反朝心理战术”，使
用扩音器对朝喊话，朝鲜人民军
将采取军事行动，炸毁韩方设在

军事分界线地区的扩音系统。
韩国国防部20日证实，朝方

当天下午5时（北京时间4时）许
通过军事热线通报韩方，要求48
小时内拆除军事分界线地区的
所有反朝扩音器。朝方称，如果
韩方继续这一“严重挑衅”行为，
朝方将诉诸“军事手段”。

新华社

南北“交火”少有伤亡

过去几年来，朝韩在军事
分界线附近发生交火的事件不
在少数，多数事件与韩美联合
军演或者反朝宣传引起朝方不
满有关。不过，交火事件造成
人员伤亡的情况比较少见。

2010年11月23日，韩国延
坪岛及附近海域遭炮击，部分
炮弹落在延坪岛上。韩方称，
炮弹来自朝鲜境内，韩国军队
进行了回击。而朝方称，韩方
不顾朝方警告，执意在延坪岛
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向属于朝
鲜领海的延坪岛附近海域发射
数十发炮弹，朝方由此采取“军
事措施”回击。这次事件造成
两名韩国海军陆战队员和两名
平民死亡，十多人受伤。

次年 8 月，韩方称，一枚朝
鲜炮弹落入“北方界线”附近海

域，韩国随后向“北方界线”朝
鲜一侧开炮回应。事件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朝方回应，韩方
发布的消息纯属捏造，其以炮
火回击“实为挑衅”。朝方还分
别致信美国和韩国当局，敦促
美韩停止当月开始的“乙支自
由卫士”联合军演。

去年5月，韩方称，韩军一舰
艇在有争议的“北方界线”以南
的韩方海域巡逻时，朝鲜发射了
2枚炮弹，落在巡逻舰附近。巡
逻舰没有被击中，随后向朝方海
域发射数枚炮弹予以回击。不
过，朝方指责韩方先行开炮。

去年10月，韩方称，朝方用
高射机枪向韩市民团体散发的
反朝传单开火，数枚子弹落入韩
境内，韩军随后用机枪回击。事
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新华社

盘点

朝鲜发射两次炮弹 韩军回击数十枚炮弹

韩国总统朴槿惠（中）当天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新华/法新

8月20日，在韩国首尔，人们在一处火车站观看朝韩在边境地区互射炮弹
的电视报道。 新华/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