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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开发区标准厂房出租85730559

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成都兴城人居地产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成
都市锦江区东御佲家8栋2层部
分2间商业总面积655.68平方
米进行分零招租， 本次招租标
的物概况具体详见成都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声明·公告
招 聘

我公司招聘销售主管，销
售员多名， 大学文化， 女性
25一35岁。

徐先生，电话:13882025930
成都億康科技有限公司

●李茂身份证（510704197901
097125） 于2020年8月11日遗
失， 即日起非本人使用与本人
无关。特此声明！
●成都川蜀易达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将李菁法人专用章（编号：
5101060100086）遗失作废。
●王定兰、 王文兵遗失四川煤
田·光华之心4-1-2102号房收
款收据，编号NO：RX000717、 金
额492343元，特此声明作废。

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13202757853K） （ 以 下
简称“升达集团”）于2020年2月
5日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免去单
洋董事长及总经理职务， 选举
何茂林担任执行董事、 总经理
及法定代表人。 自股东会决议
作出之日单洋不再担任升达集
团的法定代表人， 其行为与升
达集团亦无任何关系。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3日

●成都艺之美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700
0333404）正副本、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08426020）、公章
（编号：5101008426021）、 刘新
伟法人章（编号：51010084260
22）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省庄子村鲲鹏火锅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号:51010620103
94营业执照正副本： 公章 （编
号 ：5101060034084） 财 务 专
用章 （编号：5101060034085）
熊冬华法人章 （编号：510106
0034086）均遗失作废。

●薛煜恒遗失身份证， 身份证
号码：510106199802195511，声
明作废。
●陆路明遗失二代身份证，证
号 ：422826198009295532，声
明作废。
●四川大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原法人李江法人章（上网编号：
5101000099266）遗失作废。
●成都市成华区青龙街道办事
处仁义路社区居民委员会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100869414
01、 账号：1001300000541654）
遗失作废。
●成都平程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7MA64QJ8L8W，向
孝兵法人章编号：5101075470
791，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
470790， 财务专用章编号 ：
5101075470789， 公章编号 ：
5101075470788，遗失作废。
●成都尹辰五金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M
A68P8863X营业执照正副本、
公章编号5101040286773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40286774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040286775
谷晨法人章编号51010402867
76均遗失作废。

●四川中全盛
商 贸 有 限 公
司，公章（编号：
510100939256
7）遗失作废。
●金牛区鑫锦
业通信设备经
营部公章 （编
号：510100885
3611） 遗失，声
明作废。
●四川弘兆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75
215622）遗失作废。
●双流蓉康大药房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225068849,遗失作废
●成都翰思众创科技有限公司
原法人熊燕法人章编号：5101
075173538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深圳市水务工程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赵伟洪负责人章 （编
号：5101075110560）遗失作废。
●成都医科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 ， 邹志波法人章 （编号 ：
5101055093238）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牛区人力资源协会
原法人章吴明 （编号：510106
5028679）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天犬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06394232989L）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天盛安防器材有限责任
公司 91510182MA63R83F16营
业执照正副本、公章510182005
1326、 财务章5101820051327、
发票章5101820051328、法人章
5101820051329，遗失作废。
●成都博奥特广告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70005598）、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7000559
9）、苟蓉法人章（编号51010800
30105）、 田玲法人章 （编号
5101000121040）遗失作废。

●四川盛琦凯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原法人张毅法人章 （编号：
5101085289078）遗失作废。
●经营者苏成不慎遗失成都工
商行政管理局2016年4月25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名称：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阿宝仔
小吃店， 注册号为：51011060
0056310，现声明作废。
●成都约顿海姆科技有限公
司 公 章 （ 编 号 ：5101819905
961）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
5101819905962） 岳耀菲法人
章 （编号：5101819905963）遗
失作废。

●成都韶韵广告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MA67
R4TL95营业执照正副本、 公章
编号 ：5101040282291财务专
用章编号 ：5101040282292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04028229
3， 伍绍煜法人章编号：51010
40282294，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立成房地产有限责任
公司开具给世玺1期业主：潘
运峰位于新都区新繁镇锦溪路
83号4栋1-2层101号房屋的房
款 收 据 （ 编 号 ：0381578、
0381587、0426507；金额合计：
774130元）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合力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龙泉分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
MA6B9F200W财务专用章（编
号：5101120112935） 黄克清负
责人章（编号：5101120112937）
遗失作废。
●成都市品艺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原法人李晓容法人章（编号：
5101075107878）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老瓦房土
碗菜中餐馆法人章 （徐强）编
号 ：5101120044290 遗 失 ， 声
明作废。

●四川大行宏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给杨梅 （身份证号
510211196610243729） 的专用
收据 （编号：0015740， 金额：
1614.60元）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截至北京时间 12 日 8 时 2 分，全
球新冠确诊病例达20188678例，
死亡病例为738668例。美国确诊
病例达 5138850 例，死亡病例为
164480例。

哈萨克斯坦卫生部11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突破10万例。此外，不明肺炎
病例也超过1万例。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的建议，哈萨克斯坦自8月1
日起每日报告具有新冠肺炎临床
症状但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不
明病理肺炎病例。1日至11日，哈
全国共报告了13337例此类肺炎
病例和173例相关死亡病例。

另据英媒称，一项新研究发
现，年轻的新冠肺炎患者比年老
患者更有可能失去嗅觉和味觉。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8月4日
报道，爱尔兰研究人员对46名患

者做了检查，要求他们评估嗅觉
和味觉的变化，也就是嗅觉丧失
和味觉丧失的情况。报道称，约半
数参与者有嗅觉和味觉失常的经
历，这是新冠肺炎的已知症状。

研究发现，尽管年老患者更
容易出现新冠肺炎的其他症状，
但年轻患者更有可能出现嗅觉丧
失和味觉丧失。年轻患者失去嗅
觉和味觉可能替代了咳嗽或发热
等更明显的症状。

研究报告第一作者、都柏林
圣詹姆斯医院的科尔姆·克尔说：

“这些研究结果补充了新冠肺炎
患者失去嗅觉和味觉的现有证
据，还表明年轻患者出现这种感
官障碍的频率更高。”

报道称，有人认为嗅觉丧失
是因为这种病毒渗透到为感觉
神经提供关键结构支撑的细胞
内部。 （新华社）

拜登阵营经过长时间考虑才
选择哈里斯担任竞选搭档，或许
说明哈里斯并非“完美搭档”。她
具有明显优势，也存在短板。

对拜登来说，哈里斯能让两
人组合更加“平衡”：

在年龄方面，拜登今年11月
20 日将年满 78 岁，如果赢得大
选，他将成为上台时年龄最大的
美国总统。而哈里斯现在才 55
岁，她不仅能够为拜登的竞选活
动注入更多活力，还能提升拜登
的竞选形象，对冲对手对他执政
班底稳定性的质疑。

另有分析人士认为，拜登选
择哈里斯有“传帮带”的打算，帮
助民主党培养下一代政治领袖。

在种族方面，拜登是白人男
性，选择一名少数族裔女性，有助于
吸引少数族裔和女性选民的选票。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研究所
主任、前总统奥巴马竞选团队首席
战略师戴维 ·阿克塞尔罗德的文
章指出，拜登选择黑人作为竞选搭
档有助于促使黑人选民投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达雷尔·韦斯特说，哈里斯受黑
人、女性、移民等重要群体尊重，
能够给拜登的竞选活动带来实打
实的帮助。同时，哈里斯曾长期在
司法体系任职，拥有丰富法律经
验。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
浪潮中，哈里斯在民权和刑事司
法体系改革方面的表态受到许多
民主党选民好评。

不过，在政策方面，哈里斯和
拜登同属民主党内的“温和”阵营，
这一决定虽然能保证两人在政策
方面不会出现过多分歧，却也让民
主党内部激进派选民感到失望。

此外，哈里斯和拜登此前的
龃龉也容易沦为共和党的攻击
点。在2019年夏天一场民主党预
选辩论上，哈里斯曾主动质疑拜
登作为联邦参议员时在种族问题
上的立法记录，拜登予以严词回
应，两人的口水仗火药味十足。

（新华社、新华国际）

据 CNN 报道，在上海长风
海洋世界，曾经的“白鲸剧院”里，

“小白”和“小灰”是当之无愧的
“当家花旦”，眼下，这对阔别大海
近十年的白鲸姐妹花，又重新回
到了海洋的怀抱。

去年6月，白鲸“小白”和“小
灰”从上海长风世界海洋馆出发，

“跋涉”6000 英里（约合 9656 公
里），抵达冰岛南岸海域。经过一
年多的陆地适应练习，当地时间
2020 年 8 月 8 日，这对白鲸正式
进入全球第一个开放水域白鲸保
护区——冰岛克列特维克海湾。
在不远的未来，它们将勇敢地游
向海湾的开放水域。

“明星演员”搬家到
全球首个开放水域白鲸保护区

据CNN报道，“小白”和“小
灰”于2011年被俄罗斯鲸鱼研究
中心捕获，此后，成为上海长风海
洋世界的“明星演员”。

去年 6 月，英国海洋生物保
护慈善机构——海洋生物基金会
宣布，将帮助这两头白鲸在世界
上第一座露天水域鲸鱼保护所安
家，该保护所位于冰岛南部西戎
群岛的一处海湾。

据了解，冰岛克列特维克海
湾是全球首个专为大型鲸目动物
而建立的保护区。海湾水域广达
32000平方米、深达10米，可为白
鲸提供充分的空间。在保护区外
部，将围起一道从海面直至海底
的防护网，再加上这片水域三面
环绕石壁，能为白鲸们隔离出既
天然又安全的活动区域。

特制“担架”转运
专家团队护航

“小白鲸明天就要飞来了”，
当地时间去年6月19日，外媒报
道称，来自中国的白鲸“小白”和

“小灰”将搭乘卢森堡国际货运航
空公司的货机，抵达冰岛西南部
的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

回忆一年前的“搬家”之旅，
白鲸保护区总经理奥黛丽·帕吉

特感慨道，运送两头白鲸绝非易
事。据其介绍，中国上海与冰岛的
直线距离接近一万公里，“小白”
和“小灰”的体重都超过1吨，每日
需100斤鱼类、大量的水和冰块，
来保证它们的进食和基本活动。

另据澎湃新闻报道，为确保
白鲸姐妹能顺利回家，货运航空
公司工程师、具有丰富海洋哺乳
类动物运输经验的专家、海外兽
医团队共同为“小白”和“小灰”保
驾护航，在辗转货机、渡轮和特别
改装的货车后，两头白鲸历时三
十多个小时，终于抵达新家。

帕吉特向 CNN 介绍说，保
护区还为白鲸们设计了特制的

“担架”和吊索用于陆地上的移
动，团队还与它们进行了“演练”，
让它们习惯被卡车、拖船和起重
机移动。

一年陆上适应练习后
白鲸姐妹终重回大海怀抱

据了解，抵达冰岛的一年时
间里，“小白”“小灰”一直住在海
湾附近的一个陆上训练中心。来
自海洋生物基金会和上海长风海
洋世界的专家和兽医团队，始终
陪伴着白鲸姐妹——帮它们熟悉
环境、增加鲸脂以适应亚北极区
冰冷的海水，以及识别即将在陌
生海域遇到的动植物，为后续搬
进开放水域做好充足准备。

当地时间8月8日中午12点
30分，白鲸姐妹结束了陆上适应
练习，终于住进了海湾里的新家。

基金会负责人安迪·布尔表
示，“‘小白’和‘小灰’正安全地待
在保护区内的适应池中，这意味
着它们距离真正的回家只有一步
之遥。”据《生活科学》报道，“小
白”和“小灰”现在约 12 岁，它们
有望能活到40多岁，位于冰岛的
保护区很有可能就是它们未来多
年的家园。经过在适应池的短暂
适应后，白鲸们将勇敢地游向海
湾的开放水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罗天 实习生 景钰雯

拜登竞选副手是她：黑人＋亚裔血统，还有“铁齿铜牙”

这对搭档
对上特朗普有几分胜算？

新星
卡玛拉·哈里斯

卡玛拉·哈里斯1964年10月
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
市一个移民家庭。她的父亲来自
牙买加，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
济学名誉教授，母亲来自印度，是
一名癌症研究人员。哈里斯本科
毕业于美国霍华德大学，在那里
取得政治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后
来又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黑斯廷
斯法学院学习法律。

哈里斯曾在旧金山地区长期
从事地方检察官工作，2010年当选
加州州检察长，任内大力推行司法
改革，自称是“进步派检察官”。
2016年，哈里斯当选加州联邦参议
员。在国会山，初来乍到的哈里斯
毫无“青涩感”，很快靠“铁齿铜牙”
树立起名声。在参议院举行的听证
会上，她质问相关人士的视频屡屡
在社交媒体引发关注。

2019 年 1 月，哈里斯宣布参
加民主党总统预选。在很长一段
时间，她被各方视为最有力的民
主党总统竞选人之一，但高曝光
度没能转化成助选的“燃料”，她
最终因为资金短缺在 2019 年底
宣布退选。

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乔·
拜登11日确定联邦参议员卡玛
拉·哈里斯为竞选搭档。由于拜登
已经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
名，哈里斯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
首名获主要政党副总统候选人提
名的非洲裔和亚裔血统女性。此
外，哈里斯若最终与拜登一起赢
得选举，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
女性副总统。

拜登称赞哈里斯是“为小人
物而战的斗士”和美国“最优秀公
职人员之一”；前总统贝拉克·奥
巴马直言哈里斯是拜登的“完美
搭档”。相比民主党人力挺哈里
斯，共和党则质疑她过于“激进”，
“令人厌恶”。

美国专家指出，综合考虑当前
的政治环境和选战形势后，拜登选
择哈里斯作为竞选搭档，希望借助
她来为竞选注入更多活力，并吸引
少数族裔和女性等群体的选票。

不过，美国选民最关心的还
是，她与拜登这对搭档去挑战现
任总统特朗普，有多少胜算？

拜登的竞选搭档人选，是美国媒
体一段时间以来的热议话题。当地时
间11日下午4时17分，拜登结束了悬
念，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选定哈里斯。哈
里斯则回应说，拜登能够团结美国人
民，很荣幸加入他的竞选团队，并成为
民主党副总统竞选人。

路透社报道，哈里斯定于12日在
拜登老家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与他一同
出席竞选活动。两人将在17日开始的
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正式接受提名。

早在今年3月民主党预选一场电
视辩论上，拜登就承诺，会选择一名女
性作为竞选搭档。但由于人选很多、竞
争激烈，关于拜登最终会选择谁的分析
和猜测一直不绝于耳。不少潜在竞争者
都有很高声望，包括奥巴马政府时期美
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马萨
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等。
不过，在7月底时，一些媒体就凭借一些
迹象猜测哈里斯或将“突围”。有记者拍
下了拜登在一场演讲时手中的演讲提
纲，其中有不少对哈里斯的夸赞之词。

有媒体评价，哈里斯的身份背景
最接近民主党“基本盘”选民的多项特
征，即年轻、女性和少数族裔。

哈里斯与拜登颇有渊源，两人因
哈里斯与拜登已故长子博·拜登的友
谊而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去年一场民
主党党内辩论，哈里斯批评拜登就强
制公立学校学生乘坐校车议题所持立
场，一度让她与拜登一家的关系经受
考验。不过，哈里斯3月以来全力支持
拜登，成为他竞选筹款的一员大将。

作为民主党“新星”，哈里斯以直率
批评特朗普知名，是首批反对特朗普
移民政策的国会议员之一，曾多次在
参议院听证会就特定议题“连续炮轰”
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包括现任联邦最
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等。

此外，哈里斯言辞犀利，擅长辩
论，熟悉总统竞选活动的内容和节
奏，知道如何应对来自媒体和对手的
质疑与批评。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哈
里斯很快就要面对的一大任务就是
在定于 10 月初在犹他州盐湖城举行
的副总统电视辩论会上对阵现任美
国副总统彭斯。

拜登的决定得到各路民主党
人的支持。拜登的老搭档、前总统
奥巴马说，选择副总统是一个总
统需要作出的重要决定，总统身
边需要有具备决断力和品格的人
帮忙作出正确决定。奥巴马点赞
拜登的选择，并对哈里斯的能力
和为人表示认可。

美国《政治报》报道，另一名
民主党籍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
妻子、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也称
赞哈里斯。希拉里还呼吁大家共
同帮助哈里斯胜选。拜登在党内
预选时最强劲的对手伯尼·桑德
斯则断言：“哈里斯会成为副总统
并创造历史。”

多名曾和哈里斯同列为副手
潜在人选的民主党人士也对哈里
斯表达支持，包括奥巴马时期的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联
邦众议员瓦尔·戴明斯和卡伦·巴
斯。3人都是非洲裔女性。

共和党方面，特朗普当天称
哈里斯“糟糕”，她曾对拜登“不尊
重”，尽管特朗普先前曾捐助哈里
斯竞选。特朗普竞选团队则向特
朗普支持者发送邮件，称民主党
的这两人组合“对美国来说是个
错误选择”。

其他共和党人也指认哈里
斯政策立场“激进”“左倾”。参
议员玛莎·布莱克本称，哈里斯
的竞选说明民主党已被“左翼
分子占据”。特朗普竞选顾问卡
特里娜·皮尔逊则称，哈里斯早
早退选，说明她都没法激发民
主党人热情。

特朗普阵营即将投放的竞选
广告指出，拜登多次自称“过渡型
候选人”，哈里斯有意占拜登年龄
的便宜，拜登当选后会“把控制权
交给哈里斯”。外界猜测，拜登可
能不会寻求连任，哈里斯因而可
能成为 2024 年总统候选人最热
门人选。

目 前 共 和 党 内 似 乎 只 有
2008年女性副总统候选人萨拉·
佩林声援哈里斯。

老将选“新星”
拜登为何看中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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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搭档有哪些“优势”
哪些“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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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20年3月9日在美国底特律拍摄的卡玛拉·哈里斯（右）和拜登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为白鲸设计的特制“担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