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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计划今日召开内阁会议

决定是否向大海排放核污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方应对国际公共利益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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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阿工业园标准厂房出租
电话：18349130170

声明·公告
●陈朝芳购买盛世名城-1-542
号车位收据遗失，编号000006
9,0000144， 金额2万元，5.2万
元，声明作废。
●四川惠嘉渝啤酒销售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85002402
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方正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肖兴文法人章编号5101006009
143遗失作废。
●兹有何其凯持有成都市华兴
住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香楠
湖车位号21-191车位款收据号
为9878金额为24000元不慎遗
失，特此声明原件作废。
●成都美家美汇大家居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0MA664Y0E
2J、 公章编号 ：510110016823
3、财务专用章：510110016823
4、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10016
8235、 刘建富法人章编号 ：
5101100168236遗失作废。
●四川尊珏轩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55160
274， 陈杜宇法人章编号51010
55160275均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亿博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不慎将原公司公章 （编号5101
049910076）； 原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49910077）； 温启
灿 ： 原法人章 （编号 51010
49910078）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曙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将川A8Q47M网络预约
出租车证（证号：川交运管许可
成字0031608）丢失。

特此声明
●成都海鹏翼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8MA6B5CG0XQ）
正副本、公章（编号：51010852
2808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简阳市牧道养殖有限公司，
黄道在法人章编号：51390250
12901遗失作废。
●四川聚通祥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75265670；
涂伟明法人章，编号510107526
5672，遗失作废。
●四川阿古斯贡拜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 :5101245157235，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2451572
36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24515
7237均遗失作废。

● 成 都
旬 宇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公章
编 号 ：
51010091
37163 遗
失作废。
● 四 川
千 镇 农
业 综 合
开发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
5101040213343）遗失作废。
●新都区刘志成火锅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号：
JY25101140157111，声明作废。
●成都中环国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40072168）、
暨磊法人章（编号：510104024
0873）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花乡一九八
苗木种植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
章 （ 编 号 ：5101008836293）
销毁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何鹏楠记者证 （编号：B510
07366000112）遗失作废。
●浙江雅莹时装销售有限公司
成都双庆路分公司邱林根法人章
编号5101085224329遗失作废

●张文杰警官证丢失， 警号：
007282，特此声明作废。

2021年04月13日
●浙江小雅儿童时尚生活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曾理法人章编
号：5101040244962遗失作废。
●浙江小雅儿童时尚生活有限公
司成都第二分公司曾理法人章
编号5101040334573遗失作废。
●成都巨犇金融服务外包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40218
133）、 财务专用章 （编号 ：5
101040218134）、 李挺法人章
（ 编 号 ：5101040218135） 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宸坤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9550468
0），杨非法人章（编号：5101095
504682）均遗失作废。

寻人启事
本人鄢春芳寻丈夫张仁发，望
本人或知情者见报后速与我联
系，联系电话：15102832858。
●四川华宇亚全能干细胞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
00396592099E）、公章（编号：
5101095097066）、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95727564）、张伟
法人章（编号：5101095727565）
均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凹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原法人陈其锋法人章编号5101
009131109， 公章编号5101009
131108均遗失作废。
●武侯区彩虹幼稚园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070007965）印章
销毁证明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腾飞雾森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8507386
3）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天府新区灵泉文化艺
术服务中心原法人黄小云法
人章 （编号：5101100018034）
遗失作废。
●四川苍风室内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5MA67JKLA
8A）遗失作废。
●成都建春奶汤面店杜建春法
人章 （编号：5101065133316），
财务专用章 （编号 ：5101065
133315）， 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065133313）均遗失作废。
●四川百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佳法人章 （编号：51010550
77763）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鑫浩辉贸易有限公
司杜平法人章 （编号 ：
5101225146922）遗失作废。
●成都狂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原法人刘梦倩法人章 （编号51
01075215596）遗失作废。
●松潘县山巴藏寨旅游专业合
作社财务专用章 （编号：5132
245000264）， 公章 （编号 ：
5132245000209）遗失作废。
●成都森茂森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原件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12MA63G3FB1
0， 公章（编号：510112006469
3），谢小平法人章（编号：510112
0118184），遗失作废。
●四川妙鼎泰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法人章 （黄磊， 编号5101
5101040117091）遗失作废。

●四川爱克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原法人张国雎法人章编号51
01009294216，公章编号51010
90009354，遗失作废。
●四川中优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40062691，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40062
692， 税国富法人章编号：510
1040062693，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十陵街办慧鑫服装
店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10112MA6CWFUU
09）、 公章 （编号：5101120058
725）、 财务章 （编号 ：51011
20058726）、 唐有成法人章（
编 号 ：5101120058727） 均 遗
失，声明作废。

●梁 舸 身 份 证 号 ：511111196
805171011遗失作废。
●百得豪斯 （成都） 乡村振兴
农业有限公司原法人李群鸽法
人章（编号：5101245075819）遗
失作废。
●武侯区彩虹双语幼稚园公章
（编号：5101070001853）印章销
毁证明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近年来，赴韩国美容整形的外国
人越来越多，这导致韩国在整容方面
的医生供不应求，也催生了美容整形
行业的“幽灵医生”乱象。

据央视报道，“幽灵手术”是指术
前与患者面诊确定的专业医生不上
手术台，而由另一位患者从未接触过
的医生实际操作的手术。这些“幽灵”
医生大部分是新手医生，引发医疗事
故概率高。据统计，韩国整容行业有
近一半的医疗事故都与幽灵手术有
关。为什么“幽灵医生”屡禁不止？近
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这
一乱象进行了报道。

整形手术遭遇“幽灵医生”

权大熙是一个阳光而谦逊的大
学生，就是对自己的长相没有信心。

2016年9月8日，权大熙接受了下
颌角手术。然而，因出血过多，在手术
台上的权大熙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第二天上午9时许，权大熙的手术医
生来到医院。他告诉权大熙的家人，
手术一切正常，还提供了手术室的监
控视频来证明这一点。

权大熙的母亲说，她把这个记录
手术过程的视频看了不下500遍。录
像显示，当时整形医生开始切割权大
熙的颌骨。三名助理人员也在手术
室。一个小时后，整形医生离开了手
术室；半小时后，另一名医生走了进
来。可见，在这当中近半小时的时间
里，手术室里根本没有一个医生，只
有助理人员在场。

权大熙的母亲看到，虽然医生切
开了儿子的颌骨，但是他并没有完
成手术，剩下的大部分手术是由后
来的另外一名医生完成的。权大熙
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位没有
整形外科手术资质的普通医生，最
近刚从医学院毕业。但是诊所的广
告上却明确写着，主治医生将从头
到尾进行整场手术。

手术结束后，给权大熙做手术的
两位医生都各自回家了。由于权大熙
流血过多，便一直由护士负责照顾。
李娜根说，当权大熙躺在那里流血
时，根本没人理他，相关医护人员总
共拖了13次血淋淋的地板。对此，医
疗专家在评估这段手术录像时表示，
权大熙的失血量可能是医生说的三
倍多。权大熙于七周后在医院去世。

权大熙家人称，他是“幽灵医生”
的受害者。即当病人处于全身麻醉状
态时，另外的人代替了原来的外科医
生为病人实施了整形手术。

“幽灵医生”问题缺乏法律保护

权大熙的家人想追究相关责任
人的法律责任，但他们很快发现，围
绕“幽灵医生”问题的法律是薄弱和
不完整的。

韩国最高法院于1974年批准整
形美容作为一种医疗实践存在，并于
第二年要求所有从事整形美容的外

科医生都必须通过相关考试才能开
展手术。到2014年，韩国政府终于意
识到了“幽灵手术”的存在。2015年，
一群韩国整形外科医生要求韩国医
疗卫生部门加强行业监管，要求外科
手术医生明确记录究竟是谁做的手
术，并在诊所安装监控摄像头记录手
术的全过程。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韩国外
科医生告诉CNN记者，他从2012年
开始在韩国最大的一家整形外科医
院工作，现在他已经离开了那里，因
为他不愿意生活在罪恶中。该医生
说，他经常被要求替补主治医生做手
术。他说，替补人员都不会出现在诊
所的官网上，那上面只会记录受人尊
重的外科医生，并告诉患者手术全程
都是由这些著名外科医生进行的。

“幽灵医生”是诊所通过让一个
不知名的医生来掩护明星医生实际
做手术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种方
式，一方面是因为年轻而缺乏经验的
新手医生可以找到工作并获得经验，
另一方面，诊所则通过雇用这些新手
医生动手术，来降低运营成本。

推动“权大熙法案”的通过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此类案件
已提起诉讼。但是，在法院起诉案件
后，韩国卫生部可以对医生处以进一
步的停职处理。根据执政党立法委员
权智成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从
2015年至2019年，执法部门对下令进
行幽灵手术的医生实施了总共28个
行政处分。五人失去了执照，其余人
则暂时中止了执照。

韩国卫生部高级副主任朴在佑
在接受采访时对CNN说：“立法者正
在通过修改相关法案来加强对医生
的行医资格管理。卫生部已经同意了
拟议的法案。由于幽灵手术或替代手
术是秘密发生的，因此很难统计数字
到找或当时的情况。”

尽管如此，权大熙的家人还是
决心寻求正义。他们对诊所提起民
事诉讼，指责该诊所疏忽大意，因
为它没有解释手术的危险，并且没
有采取适当措施挽救患者。在2019
年5月，权大熙家庭获得了4.3亿韩
元的赔偿金。

现在，与权大熙案有关的三名医
生面临在工作过程中过失杀人罪的
刑事指控，另外两名医生和一名助理
面临无牌医疗行为的指控，而一名医
生因在广告中夸大其词而面临违反
医疗法的指控。

权大熙的母亲李娜根已成为行
业变革的重要倡导者，李娜根和丈夫
已经退休，他们在儿子去世后移居首
尔开展维权斗争。每天，李娜根都会
举着牌子，要求当局通过一项法案
——诊所在进行整形手术时，必须进
行监控记录。该法案被称为“权大熙
法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天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日
就日本拟决定核废水排海事答
记者问时表示，为维护国际公共
利益和中国人民健康安全，中方
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表明严
重关切，要求日方切实以负责任
的态度，审慎对待福岛核电站核
废水处置问题。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政
府将于4月13日举行内阁会议，
正式决定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
站含有对海洋环境等有害的核
废水。上周五外交部发言人已就
此作出表态。韩国外交部官员也
要求日本政府确保信息公开透
明，按照环保基准客观评估，同
所有利益相关国保持紧密沟通。
请问中方对此有无进一步评论？

赵立坚说，日本福岛核事故
是迄今为止全球发生的最为严重
的核事故之一，事故造成大量放
射性物质泄漏，对海洋环境、食品
安全和人类健康已经产生深远影
响。妥善处置福岛核电站废水问
题关系到国际公共利益和周边国
家切身利益，理应慎重妥善把握，
确保在各有关方共同参与下，有
效避免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
人类健康带来进一步损害。

赵立坚说，目前国际舆论对日
方拟决定核废水排海高度关注，普
遍表示质疑和反对。日本国内也有
不少强烈反对意见。我注意到日方
经常要求他国履行国际责任，现在
国际社会都在看着日方，日方不能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此事关系重
大，日方应对国际公共利益负责，
这也是对本国民众利益负责。

赵立坚说，为维护国际公共
利益和中国人民健康安全，中方
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表明严
重关切，要求日方切实以负责任
的态度，审慎对待福岛核电站核
废水处置问题。 （新华社）

伊朗外长扎里夫12日指责以色
列应对11日发生的伊朗纳坦兹核设
施故障负责，并称将会对以色列进行
报复。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
道，扎里夫当天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
委员会会议上说，这是以色列对伊朗
争取解除不公正制裁努力的报复行
动，伊朗不会允许以色列的意图得
逞，将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故障发生后，伊朗国内有舆论认
为伊朗应退出在维也纳举行的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会谈。扎里夫呼吁伊
朗各界不要落入“以色列设计的陷
阱”。

他表示，在纳坦兹核设施故障中
受损的是第一代离心机，将被更换为
更先进的设备，这将提高伊朗在要求
美国解除对伊制裁时的地位。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11

日谴责针对纳坦兹核设施的“敌对行
动”，认为这是“核恐怖主义”行径。伊
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11
日早些时候说，纳坦兹核设施电力系
统发生故障，但未造成人员受伤或辐
射污染。

本月10日，伊朗总统鲁哈尼下令
启动纳坦兹核设施内的164台IR-6
型离心机，开始生产浓缩铀。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
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
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
计划，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
裁。协议限定伊朗只能使用IR-1型
离心机开展铀浓缩活动。2018年5月，
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
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
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
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
逆”。 （新华社）

伊朗外长指责
以色列破坏伊朗核设施

12日，据NHK消息，日本首相
菅义伟当天表示，解决东京电力公
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中不断增加的核
污水一事，已经是“不能推迟”的课
题。考虑到让日本国内外对安全性
问题达成理解，日本政府将从科学
角度出发进行说明。

日本政府计划于当地时间4月
13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是否向大
海排放福岛核污水。

菅义伟在12日众议院召开的决
算行政监视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希
望在近期内决定相关方针。在福岛
重建之际，处理核污水是一项不可
避免的、不能一直拖延的课题。

菅义伟还表示，目前存在包括
渔业人员在内，反对将核污水排放
入海的声音，因此采取万全的对策
是很重要的。当地时间11日下午，来
自日本福岛县各地的民众，在磐城
市小名浜港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政

府将核污水排入大海。
福岛县磐城市议会议员佐藤和良

说：“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完全没有听从
国民的声音，政府关于排核污水入海
的计划，并没有和国民充分协商。对此

福岛县民众、渔业从业者、相关产业从
业人员都表示反对，我认为这种日本
政府单方面的强行决定是一种暴行。”

一位福岛县居民表示，除了排核
污水入海，还有在陆地上保存，埋入

地底等多种处理方式。但是这些情况
并没有向民众充分说明，只宣传排放
入海这一种方法。希望政府能充分说
明处理核污水的各种方法，切实听取
民众的意见。 （央视新闻）

50万吨固体核废物、900吨核燃料

据报道，核电站内每天大约有
4000名工人，在经过自动安检和测
量辐射量后进入厂内工作。由于去
污处理后辐射水平已显著下降，所
以核电站目前仅有少数地方需要
穿全套防护装备。因此，美联社记
者探访核电站低辐射区域时只穿
戴了部分防护装备，包括头盔、两
双袜子、棉手套、外科口罩、护目镜
以及一件装备有剂量计的背心。

如果是全套防护装备，则意味
着必须穿上防护服、全脸面罩、一个
头罩、三双袜子、两副橡胶手套等。

美联社报道称，当年的海啸严重
破坏了核电站的电力供应和冷却系
统，导致1号、2号和3号反应堆的堆芯
机组被熔毁。核电站四分之一的建筑
以及其中两个被熔毁的反应堆都发
生了氢气爆炸，释放出巨量的辐射，
给这片区域带来了长期的污染。

大约有900吨被熔毁的核燃料

至今仍残留在三个被损毁的核反
应堆中，将它们全部清除是项艰巨
的任务，日本官员们表示可能要花
费30至40年时间。对此，有批评者
认为其预估的时间过于乐观。

清理反应堆冷却池中失效燃
料的工作因受到高度辐射和碎片
的阻碍已经被推迟了五年之久。一

旦核电站冷却池被另一场地震损
毁，爆炸的燃料棒将迅速升温，导
致更严重的熔毁。

1号、2号和3号反应堆熔化的
堆芯大部分都掉到了主安全壳的
底部，有些甚至穿透底部并与混凝
土混合在一起，使得清除工作变得
极为困难。

据悉，自灾难发生以来，受污
染的冷却水就不断从受损的主安
全壳泄露到反应堆建筑的地下室，
在那里与渗入的地下水混合。这些
水被抽取上来经处理后，一部分被
作为冷却水循环利用，剩下的被存
储在工厂周围1000个巨大的储水
箱中。

关于这1000个大水箱的水，虽
然里面存储的水经过处理但仍具
有辐射性。日媒报道称，东京电力
公司现在每天新增140吨“处理

水”，这些水被储存在上限为137万
吨的储存罐中，估计到2022年时将
达到存储极限。因此，日本政府计划
将其排入大海，但此举遭到了当地
居民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当地渔民。

据央视报道，如果含有放射性
物质的污水一旦被排入大海。首
先，日本太平洋沿岸海域将受到影
响，特别是福岛县周边局部水域，
之后污水还会污染东海。一家来自
德国的海洋科学研究机构的计算
结果显示，从排放之日起，57天内

放射性物质就将扩散至太平洋大
半区域，3年后美国和加拿大就将
遭到核污染影响。

另据报道，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分院太平洋海洋研究所实验室首
席科研员、生物学博士弗拉基米
尔·拉科夫表示，发生过事故的日
本福岛一号核电站内的水，即使经
过仔细清洗，如果被排到海洋中，
仍可能导致放射性同位素留存在
包括鱼类等海洋生物体内，继而在
人体内积累。

那为何不再多打造一些水箱
来储存这些核污水呢？对此，《华盛
顿邮报》今年3月曾报道称，这是因
为东京电力公司已没有更多空间
来放置这些设施。为了给这1000个
水箱腾出空间，日本政府已经砍伐
了一个鸟类保护区附近500平方米
范围内的树木。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日本可
以在核电站附近区域打造类似存
储石油的储备罐，对污水进行长期

的储存，其中最大的储罐可以存储
24亿升的液体。但这需要政治决
策，因为不会有人喜欢在核电站周
围长期居住。

美联社称，距离当年的灾难
已经整整10年过去，但日本至今
仍未能拿出一套如何处理这些
高辐射性熔毁燃料、碎片及核废
物的计划。相关技术也不先进，
无法通过减少有毒物质来管理
这些废弃物。

东京电力公司称，它需要把
那1000个储水箱拆掉，才能腾出
空间，以便工人们建造设施用来
研究和储存熔毁的燃料和其他碎
片。而据报道，该核电站目前有大
约50万吨固体放射性废物，包括
受污染的碎片和土壤，处理受污
染的水而产生的污泥、废弃的水
箱和其他废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天
实习生 王沫依

韩国“幽灵医生”屡禁不止？
美媒：整形者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拟决
定核废水排海事答记者问：

日方应对
国际公共利益负责

仍有900吨被熔毁核燃料 全部清除需要30至40年时间

福岛核污水排入海洋到底多危险？

1000个巨型水箱 将在2022年达到存储极限

日方拟拆除储水箱 用于存储50万吨固体核废物

福岛第一核电站储存核污水的水箱，这些水经过处理但仍具有辐射性 图据美联社

日本民众反对政府把福岛核污水排向大海的决定 图据《每日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