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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5日表示，俄总
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于6月举行会晤。

乌沙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说，美国
方面发出希望两国领导人会晤的信号，但是否会
晤的最后决定取决于多方因素，相关工作还没有
展开。普京与拜登的会晤可能在6月举行，甚至有

“特定日期”。但他没有透露具体日期。
普京与拜登曾于13日通电话，拜登在通话

中提议未来数月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峰会讨
论双边关系。拜登15日表示，他已提议与普京
今年夏天在欧洲举行峰会。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5日
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表示，俄正在制定不友好
国家名单，已确定将美国列入该名单。她说，俄
罗斯制定不友好国家名单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的
一系列不友好行为，美国自然会在这一名单中。

据俄总统网站消息，普京23日签署了针对
外国不友好行为的法令，俄政府将根据该法令
制定不友好国家名单。该法令规定，如果外国
对俄罗斯国家、公民或法人有不友好行为，俄
罗斯将在必要时限制这些国家的外交使团和
领事机构、国家机构代表处与俄个人签订劳务
合同、雇佣协议等。扎哈罗娃25日表示，普京签
署的这一法令是对其他国家针对俄罗斯采取
的不友好和敌意行为的回应措施。

美俄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拜登政府上台
以来，双方在军控领域实现有限合作，但在乌
克兰、网络安全、人权、干预选举等问题上分歧
明显，对抗加剧。美国政府15日以俄罗斯进行
网络袭击、干预美国选举等“恶意活动”为由，
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并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
俄罗斯外交部21日宣布驱逐10名美国驻俄外
交人员作为回应。 据新华社

俄总统助理：
普京和拜登

可能于6月举行会晤

伊朗表示
不允许伊核谈判
沦为“消耗战”

4月25日，印度尼西亚军方宣布，此前被证
实沉没的印尼海军“南伽拉”号潜艇残骸被搜
救人员发现。印尼官员称潜艇在海床上被找
到，发现时潜艇已断裂为三截，船上53名船员
全部遇难。

“南伽拉”号潜艇出事后，印尼当地的一名
歌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潜艇船员们生
前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视频显示，船员们演
唱一首名为《sampai jumpa》（再见）的歌曲，他
们一起唱道，“嘿，改天见，虽然我还没准备好
没有你的日子，虽然我还没有准备好想念你的
日子，但是让我们改日再会”。

4月24日，印尼军方证实在潜艇失踪海域
发现残骸，印尼海军参谋长尤多·马尔戈诺表
示，已经找到了更多潜艇上的物品，包括一个
锚和船员安全服。25日上午，印尼海军官员称
探测设备侦测到失事潜艇在水下850米深的位
置，他们向新加坡借来的一艘水下救援船进行
确认。

马尔戈诺告诉记者，“南伽拉”号潜艇已断
裂成3部分，船体、船尾和主要部分都被分开。
有证据表明，“南伽拉”号潜艇在超过800米深
处被水压挤压破裂，这一深度远大于它的设计
承受能力。

潜艇上人员的安危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问
题。对此，印尼国民军司令哈迪·贾詹托表示，
相关证据表明，沉没的“南伽拉”号内53名艇员
全部遇难。

据BBC报道，失联的“南迦拉”号潜艇由德
国制造，有着四十多年的历史，在2012年进行
过翻修。失联后，多国都展开了搜索行动，为印
尼提供帮助。美联社称，美国一架P-8侦察机24
日加入搜索行动，此前一艘装备声呐的澳大利
亚军舰也参与了搜救工作。此外，新加坡、马来
西亚的救援船也加入了搜寻工作。

4月25日，印尼总统佐科向“南伽拉”号潜
艇的船员家属表达了慰问，并表示，所有印尼
人都对这一事件感到深切悲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容
实习生 王沫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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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钟鹏、 王洪太平盛世A小区8
幢4单元4号5楼套二 （武侯区
红牌楼街道原永丰乡太平村3
组） 征地拆迁现房安置协议书
（武侯）（编号：沙征[2008]NO.3-
56）遗失。
●成都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电力分院， 财务专用章 （编号
5101000153953） 沈四川负责
人章 （编号5101000153954）
公章 （编号5101000153952）
均遗失作废。
●成都海孚投资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 （编号 ：510113501091
8）遗失作废。
●四川映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人章谢馥霞(编号5101040156
401)法人章陈莉蕊(编号5101040
099750),印章销毁证遗失作废

公 告
四川恒升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因其他方式无法与你企业送达
相关文书， 本局依法对成武市
监 （听） 告 【2020】04-33号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予以
公告送达 。 详见 http://gk.ch
engdu.gov.cn/govInfo/成 都 市
政府信息公开。特此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屈爽的第二代身份证511023
198708151237于2021年4月 19
日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公章 （编号：5101009429349）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港得多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原法人陈作飏法人章:51011
00158965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
成都正多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
085112467）遗失作废。
●成都凯迪时尚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49920
899）遗失作废。
●成都市方圆交通路政设施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80010
928）遗失，声明作废。
●金牛区英华达建材经营部公
章（编号：5101060343309）、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6034331
0）、赵磊法人章（编号：5101060
343312）遗失作废。
●四川华励广浩管道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651138
78、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651
13879、 耿彦周法人章编号：
5101065113880）遗失作废。

●成都金鼎鸿运木业有限公司
原法人黄丽娟法人章 （编号：
5101129902927）遗失作废。
●成都凯优坤源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4MA64RXDE6
Q）， 公章 （编号：5101040305
613）均遗失作废。
●成都金钱豹广告有限公司公
章 （编号：5101315035873）、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31503587
4）、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3150
35875）、 法人章王娟 （编号
5101315035876）遗失作废。
●四川和瑞祥诚建材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MA664XJU14） 正副
本、公章（编号：510105521480
0）、 吴素珍法人章 （编号 ：
5101055214803）遗失作废。

●青羊区古德印友广告设计工
作室公章编号510100906045
2、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09067
906、税控盘盘号49991075292
8遗失作废。
●四川圣亚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95244
81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田恬儿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田艳法人章 （编号：510104
0267731）遗失作废。
●成都房汇天下房地产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 原法人林浪花法
人章 （编号 5101089919614）
遗失作废。
●金牛区福杰快递服务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66003
53184公章编号510106501576
3、周福君法人章编号51010650
15765遗失作废。

●成都锦建众鑫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35
0665889E营业执照正副本，公
章编号5101095146274， 均遗
失作废。
●成都市立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06962660095正本遗失作废
●四川锦顺石化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75656928，
汤美兰法人章编号5101075656
930，遗失作废。
●成华区明娇电子产品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10108MA66FRC48
G）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淇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1400
24759）遗失作废。

●成华区蜀鸿建材经营部
公章 （编号：51010852498
72）遗失作废。
●四川苏卡尔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45
019796）遗失作废。
●成都亿益金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40
060830）遗失作废。
●高新区苏氏工程管理服
务部 ，公章编号51010957
86761，遗失作废。
●四川际创环保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石爱国法人章编号
5101075216195，遗失作废。
●成都雨阳工艺品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00086989）、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000869
90）、 赵雪梅法人章 （编号：
5101000086991）均遗失作废。

●成都光点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财务章51010090434
88遗失作废。
●四川蜀城蜀明星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5101055319592遗失作废。
●冯成记者证 （编号：B51007
366000279）遗失作废。

●羊本林身份证 (号码51118119
7612161013)2021年4月26日遗失

印度第二波疫情几近失控，连
续5天新增病例超30万。专家认为，
变异新冠病毒的出现和扩大传播是
印度疫情急剧恶化的原因之一。据
印度卫生部3月底发布的公报，由10
个国家实验室组成的“印度新冠病
毒基因组学联盟”在马哈拉施特拉
邦采集的样本中发现一种新的变异
病毒，携带E484Q和L452R突变，可
能导致免疫逃逸和传染性增强。

这种起初被媒体称为“双突变”
病毒的变异病毒已被科学界正式命
名为B.1.617。印度阿育王大学特里
维迪生物科学学院院长、病毒学家
沙希德·贾米勒博士近日接受印度

《西隆时报》专访时介绍说，“双突
变”病毒的叫法不够准确，B.1.617总
共包含15处突变，有6处发生在病毒
刺突蛋白上，其中3处比较关键。

据介绍，L452R和E484Q两处突
变均发生在刺突蛋白上与人体细胞
中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
受体结合的区域，L452R提高了病毒
侵入细胞的能力，E484Q有助增强
病毒的免疫逃逸。刺突蛋白上另一
处突变P681R也能使病毒更有效地
进入细胞。这些突变的综合效应使
病毒传染性增强，能部分避开一些
中和抗体。

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最新数据
显示，该数据库最早于2020年10月收
到B.1.617样本测序结果，目前它至少
已传播至全球18个国家或地区。已提

交该数据库的1000多份B.1.617样本
测序结果有786份来自印度，317份
来自英国，109份来自美国。

由于疫情不断恶化、医疗资源
告急，印度多地宣布收紧疫情防控
措施。新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
25日宣布，新德里目前正在实施的

“封城”措施将延长一周，至5月3日
凌晨5时。凯杰里瓦尔4月19日曾宣
布，自当天22时起至26日5时新德里
全城实施封锁，但居民基本生活服
务不受影响。马哈拉施特拉邦、拉贾
斯坦邦也相继宣布了更严格的疫情
防控措施。

印度公共卫生基金会流行病学
教授吉里达尔·巴布认为，与去年第
一波疫情相比，印度当前疫情呈现
蔓延速度快、无症状感染者多、年轻
感染者占多数等特点。

由于印度疫情持续恶化，引发
多国担忧。伊朗、英国、加拿大、新加
坡等国相继出台针对印度旅客的入
境限制措施。伊朗民航部门24日宣
布自25日起暂停与印度和巴基斯坦
之间的全部航班；英国政府宣布从
23日起将印度列入“红名单”，限制
近期曾经到访印度的人士入境英
国；加拿大政府22日宣布30天内暂
时禁止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客运
航班入境；新加坡政府22日宣布，将
禁止近期有印度旅行史的非新加坡
居民入境，不论对方持有长期还是
短期签证。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6日就
印度疫情形势答问时说，中方一
直高度关注印度疫情形势发展，
对印度国内近期疫情形势恶化表
示诚挚的慰问。中方已第一时间

表明愿意帮助印度抗击新一轮疫
情 ，目 前 双 方 正 就 此 保 持 沟 通 。

“如果印方提出具体的需求的话，
中方将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
帮助。”

变 异 病 毒 已 蔓 延 至 全 球 18 个 国 家 或 地 区

印度疫情失控
对全球影响几何

中国外交部：
愿帮助印度抗击新一轮疫情

传播
迅速

多位专家强调，B.1.617并非导
致印度近期新冠确诊和死亡病例
数激增的主因。目前，中国、俄罗
斯、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美国等
均表示将向印度提供必要援助。

公众防疫态度松懈
考验基层社会组织能力

印度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
细胞和分子生物学中心主任拉凯
什·米什拉博士说，B.1.617在印度
已测序新冠病毒样本中仅占约
10%，即使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也仅
占约30%，虽然“它的足迹正在一
天天增加”，但它只是疫情加剧的
部分原因。他认为，造成印度第二
波疫情的主因是公众防疫态度松
懈，没有严格遵循戴口罩、保持社
交距离等防疫规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研究员冯子健表示，控制疫情
的措施有效实施，有赖于很多社
会条件。政府的能力是非常关键
的，同时基层的社会组织、社区都
要有非常有力的动员能力。

方舱医院被拆除 设施不够
印度已从中国购买制氧机

《印度快报》26日发文指出，
由于误以为新冠疫情即将结束，
印度在第一波疫情中建立的基础
医疗设施在今年早些时候被一一
拆除，例如第一波疫情时，印度北
方邦宣称建立了503家方舱医院，
拥有约15万张病床。今年2月份的
第一周内，该邦则只剩下83家方
舱医院、1.7万张病床。如今，当地
民众在疫情中苦苦挣扎；临时修
建的医院被关闭，签了合同的医
疗工作者们被解雇；在加强关键
医疗设施的建设上，如增设呼吸
机和医用氧气等，政府也未作出

任何努力。
印度科学与教育研究所客座

教授、免疫学家维妮塔·巴尔博士
认为，B.1.617本身似乎不会引发
更严重疾病，然而印度患者数量
的迅速增加正导致卫生基础设施
崩溃，这可能造成死亡率升高。

印度《商业标准报》24日消
息，近日，一些总部位于印度古尔
冈的初创公司创始人推出了进口
制氧机的计划“氧气使命”，进行
众筹。这些创始人称，他们已经从
中国采购了500台制氧机，4月28
日前可在印度医院投入使用。

目前，氧气紧缺是印度的头等
大事。印度国防部决定紧急从德国
进口23套制氧量可达2400升/小时
的移动制氧设备。此外，俄罗斯、澳
大利亚、法国、英国、美国等均表示
将向印度提供必要援助。

受美国禁令影响
新冠疫苗接种进度未达预期

有印度卫生专家认为，新冠
疫苗接种进度未达预期是印度近
来疫情急剧反弹的原因之一。印
度号称全球“新冠疫苗生产大
国”，为何本国的疫苗接种却供应
不上了呢？这主要是受此前美国
疫苗原材料出口禁令的影响。分
析人士指出，美国此前叫停疫苗
原材料出口是所谓“美国优先”的
又一例证，这种做法不仅拖了印
度抗疫的后腿，也令环环相扣的
全球抗疫进程更加艰难缓慢。

巴尔博士强调，无论是针对哪
种新冠病毒，“接种疫苗总是让你
处于一个有利位置来对抗感染”。

冯子健表示，只有通过高水
平的人群免疫屏障，才能从根
本上来缓解或者终结新冠疫情
的影响。

疫情持续恶化
多国禁止印度旅客入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王雅林
实习生 王沫依
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

人民日报客户端

病毒变异并非主因
透视印度防疫失守的

社会因素

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25日说，伊朗不允许
伊核谈判沦为“消耗战”。如果伊核协议相关方
态度“不够认真”，伊朗将退出谈判。

阿拉格希再次敦促美国率先解除对伊制
裁，并表示伊朗也将在核实制裁解除后完整
履约。 据新华社

中方已第
一时间表明愿
意帮助印度抗
击新一轮疫情，
目前双方正就
此保持沟通。此
外，俄罗斯、澳
大利亚、法国、
英国、美国等均
表示将向印度
提供必要援助。

全球流感
共享数据库最
新数据显示，该
数据库最早于
2020 年 10 月
收 到 B.1.617
样本测序结果，
目前它至少已
传播至全球18
个国家或地区。
已提交该数据
库的1000多份
B.1.617 样 本
测 序 结 果 有
786份来自印
度，317份来自
英国，109份来
自美国。

限制
入境

由于印度
疫情持续恶化，
引发多国担忧。
伊朗、英国、加
拿大、新加坡等
国相继出台针
对印度旅客的
入境限制措施。

伸出
援手

4月26日，人们在印度孟买排队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