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白俄罗斯与国际社会都承诺
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但俄罗斯专家分析
称，西方国家可能就此事件向白俄罗斯
施压，极有可能对白实施新的制裁。

同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负
责人鲍勃·梅嫩德斯与捷克、拉脱维
亚、德国、立陶宛、爱尔兰、波兰和英
国的同行发表了有关爱尔兰瑞安航
空飞机在明斯克紧急降落事件的声
明，其中呼吁禁止在白俄罗斯上空的
所有飞行。

梅嫩德斯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声明
称：“我们呼吁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
负责国际民航事务的专门机构，简称
ICAO）对这一明显违反国家间自由过
境和对航空造成威胁的行为展开调
查。”在展开调查之前，这些议员呼吁
暂停白俄罗斯在国际民航组织的成员
资格，并“禁止在白俄罗斯上空的所有
飞行，包括进出该国的飞行”。

在种种谴责声中，白俄罗斯国家
电视台“白俄罗斯第一频道”24日公
布了客机降落在明斯克之前的一份
谈话录音。录音内容显示，明斯克机
场工作人员的确收到了一封关于瑞
安航空客机上有炸弹的消息，并告知
了机组人员。随后机组人员自行决定
在明斯克降落，雅典和维尔纽斯的机
场也被告知可能需要接受飞机降落。

国际民航组织（ICAO）表示，担心
这次“明显的迫降”可能“违反制定了
空域和飞机安全规则的《芝加哥公约》
（即《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该组织表
示，“我们还不知道整件事情的全部细
节，但它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伊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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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酒店出租出售

现有面积约5400平方米， 位于
双流东升街道三强西路237号
的酒店出售、出租，黄金地段，
价格优惠， 有意者请联系王先
生，联系电话18980662225。

声明·公告
●叶家友、 韦唯、 叶丽蓉遗失
广汉云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票号为0005678的房款
收据，金额201181元，声明作废
●成都燎际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 （编号 51010082933
20）声明作废。
●成都市伟伟和乐商贸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0MA64P9FWX0
遗 失作废。
●青羊区尚旺蒸小吃店公章（
编号：5101055154750）、财务专
用章 （编号：5101055154751）、
孟博法人章（编号51010551547
53）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各位业主：
我公司 （四川正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在新都区新繁镇外
西街规划红线范围内修建的“
锦绣园1号楼及地下室” 已建
设竣工， 现已进入规划核实公
示阶段， 公示内容张贴于项目
主入口处， 公示时间为2021年
05月25日08时至2021年05月
31日08时。特此公告。
四川正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05月25日
●成都名嘉鞋业有限公司在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
市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510124928801， 账 号 ：228
66101040031741， 法人： 张福
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赵双金鞋业有限公司
第一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MA6
2LTW31G遗失作废。
●四川艺凯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谢先国法人章 （编号：510100
3069843）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融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0MA6CGNA10A，经股东决定，
注册资本由160000万元减少至
5000万元，请债权债务人于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办
理 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双流杨二哥干杂店公章 (编
号：5101225077794)遗失作废。
●温江区中新强建材经营部公
章 （印章编码：510115004467
0）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锦御汽车维修服务有限
公司王泽伦法人章（编号51012
25109903）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225109901）遗失作废。
●成都市双流区艾米莉亚托育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周航法人章
（编号：5101225166951）， 遗失
作废。
●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高家坝
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公章 （编
号 ：5101225082587） 遗失 作
废，特此声明。

●唐俊杰遗失位于双流九江阳
光小区4幢2单元203的购房合
同和购房发票，声明作废。
●彭州市博骏学校法人章 （熊
涛，编号5101820033018）、 发
票专用章 （编号5101820035
658）、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
1820033017）遗失作废。
●阆中慧欣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13815040238）遗
失作废。
●张云清2019年11月20日购买
成都城投地产北辰美庐车位负
2-44#收据 （编号0012776，金
额55000元）遗失作废。
●成都乐聚空间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张春法人章编号：510109
5936875遗失作废。
●成都荣群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原法人陈洪娅法人章5101
075373242，遗失作废。
●成都深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6
0260239，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60260238均遗失作废。

●成都国瑟酒业
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10109579146
1）遗失作废。
●成都富峰贸易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编号：510109518
4687）遗失作废。
●康福德高川ADT0530， 自编
号11133-1李建华服务证遗失。
●白睿 (510181199301230016)、
张春燕 (513226199203150024)
于 2019年 11月 3日签订的成
都鑫苑城 (VI-1）-4-1-604号
房客户领取份商品房买卖合同
(全套) 不慎遗失, 合同签约备
案号:656155,现声明作废。
●锦江区伟记酸菜豆花店营业
执照正本 （注册号：51010460
0010217）遗失作废。
●四川鑫三力商贸有限公司刘
发海法人章 （编号：51010603
92409）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万舟商务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7567226
0，遗失作废。

●四川善利贸易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99965801, 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
10100MA61XYCD4G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赵双金鞋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24689025370F；公
章编号5101008150384遗失作废
●优歆（上海）二手车经营有限
公司成都第二十八分公司公章
编号5101085258635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达利金融服务外包
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490
00146)、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
01049000147)、 原法人朱世勇
法人私章 (编号:510104900014
8) 遗失， 现登报声明以上三枚
印章作废。

●成都永辉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作废，编
号：JY15101820000167(1-1)。
●本人宋惠不慎遗失雅安万
达广场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收 据 1份 ， （ 收 据 号 码 ：000
1390， 收款费项： 租赁保证
金， 收款金额：64077.84元）
声明作废。
●四川缔美健康咨询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0932487
4）、 法人章 （肖丽 ， 编号 ：
5101055081649）、发票专用章
（ 编 号 ：5101055049702） 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睿智丰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编号：5101075213
312，声明作废。

●成都市阿米戈果木餐饮有限
公司杨肖丽法人章 （编号：51
01049904996）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省浩宇鑫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51010086
20605，声明作废。
●成都市赵双金鞋业有限公司
第二分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M
A62LTT83G遗失作废。
●成都点目广告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08026
560）遗失作废。
●成都建冠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原法人何思宇法人章
编号：5101040292715遗失
作废。

●黄宇涵身份证500103199810
076511于2021年5月17日遗失。
●成都五道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曾声武法人章编号：5101
100167844，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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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际足联第71届全体
代表大会通过了沙特阿拉伯足协
提出的提案，将对每两年举行一
次男足世界杯和女足世界杯进行
可行性研究。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全世
界球迷的狂欢。国际足联积极推
动世界杯的改制，主要目的是想
缩短比赛的间隔获得更多的收
入。据外媒报道，每一届世界杯都
能为国际足联带来高达6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386亿元）的广播和
商业收入，而四年两届的世界杯
或将带来超百亿美元的收入。

虽然这一提案高票通过，获
得了166张赞成票，只有22张反对
票。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国际足
联仅仅是通过了改制的可行性提
案，并不会马上修改世界杯赛制，
但世界杯赛事变成两年一届的概
率正在急剧升高。

不过，这一向“钱”看的提案可
行性不容乐观。世界杯改制所引发
的赛事撞车等连带反应如何解决，
主办国家、转播商、会员协会和俱
乐部的利益如何平衡，球员和球迷
是否愿意为此买单，这些因素都是
需要国际足联深入研讨的。

首先，如今的世界足坛赛事
已非常密集，如果世界杯改为两
年一届，那等于每一年都会有各
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在进行，这
将与欧锦赛、美洲杯等洲际大赛
的档期相撞，还会导致以前的日
程表全部中断，这是欧足联等洲
际足联不愿意看到的。

同时，改制后的世界杯也会
和奥运会撞车，两项赛事如果同
一年举办，况且两项赛事还都是
夏季举行，时间间隔非常之短，必
然带来转播商、广告商和观众的

分流。两大国际体育组织想要找
到利益平衡点，绝非易事。

世界杯改为两年一届，寻找
主办方的难度也会相应提升。世
界杯开始前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需要大量投入，世界杯间隔缩
短无疑将加大主办国家的压力。

此外，国际足联的预期收益
能否化为现实，也将打上大大的
问号。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分析，世
界杯的频度翻番，观众的热情可
不会简单地“X2”。球迷对世界杯
可能出现的“审美疲劳”和热情下
降，也是国际足联不得不考虑的
问题。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世界杯
的大部分收入是来自电视转播和
广告，改制后转播商和赞助商是否
还会高价买入版权也是个疑问。

“随心所欲”的美洲杯就是一个反
面教材。美洲杯成立多年来一直在
修改赛制，这也导致了美洲杯的含
金量和关注度远不如欧洲杯。

对于球员来说，如若有机会
多参加几次世界杯或许是件好
事。但目前的职业球员在越来越
密集的俱乐部赛事中的消耗已经
很大，欧洲主流联赛的优秀球员
每年要踢四五十场比赛。如果世
界杯这样的重大比赛还要在节奏
上加快、加密，那么运动员必然处
于严重超负荷运转的状态。球员
没有足够的时间从赛季的损耗中
恢复，世界杯的竞技水平和观赏
度必然下降，竞技价值也会缩水。

综上所述，世界杯改为两年
一次，涉及利益方太多，国际足联
必须要进行全面考虑，将这些潜
在的隐患事先解决，只有这样，未
来世界杯改制之后，才会变得更
好看。 （新华社）

国际足联积极推动世界杯改制

世界杯改为两年一届
可行吗？

蒙古国总选举委员会24日正
式确认该国2021年总统选举的三
名候选人资格，并向其颁发了候
选人证书。

三名候选人代表两个政党和
一个政党联盟，分别是由蒙古人民
党推选的现任党主席、蒙古国国家
大呼拉尔（议会）委员呼日勒苏赫，
民主党推选的前党主席额尔登和

“正确的人——选民联盟”推选的
前国家大呼拉尔委员恩和巴特。

蒙古国总选举委员会主席德

勒格尔那仁当天向三名候选人颁
发候选人证书后宣布，蒙古国总统
选举宣传造势活动已经依法开始。

根据蒙古国法律，在国家大呼
拉尔中拥有席位的政党和政党联
盟均有推举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蒙古国总统选举将于6月9日
举行。新修订的蒙古国宪法规定，
总统任期为6年，不得连任、不得
重复参选。50周岁以上、在蒙古国
连续居住5年以上的蒙古国籍公
民具有参选总统资格。（新华社）

埃及一家上诉法院23日驳回日本
正荣汽船公司要求埃方放行旗下“长
赐”号货轮的上诉，将案件发回下级初
审法院审理。正荣汽船公司一名律师
告诉媒体记者，依据伊斯梅利亚省上
诉法院的裁定，初审法院定于本月29
日开庭审理“长赐”号堵塞苏伊士运河
的赔偿事宜。

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长赐”号3月
23日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堵塞这条全
球航运大动脉。经过连续数天救援，它
于3月29日成功起浮脱浅。多家媒体报
道，“长赐”号搁浅期间，每天平均有价
值96亿美元的货物运输受阻。埃及方

面说，每天损失1200万美元至1500万
美元运河通行收入。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要求正荣
汽船公司赔偿约9.16亿美元，后者不
同意这一赔偿金额，苏伊士运河管理
局因而向一家经济法院申请扣留货
轮，4月中旬获得批准，“长赐”号随后
被扣留至今。正荣汽船公司不服“扣
船”判决，提起上诉。

正荣汽船公司另一名律师23日告
诉路透社记者，下级法院今后的裁定可
能引发新的上诉，暗示双方的官司“拉
锯”将持续。院判决称，经济法院对于

“长赐号”货轮案的审理没有专门的管

辖权，并将案件移交至伊斯梅利亚市经
济法庭的初级法庭，定于29日再开庭审
理。伊斯梅利亚市经济法院上诉法庭23
日作出的裁决，标志着“长赐号”的船东
寻求解除扣押的努力再次失败。

伊斯梅利亚省上诉法院作出裁定
后，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发布声明，再次
强调管理局方面在“堵船”事件中不承
担任何责任，“长赐”号方面应承担全
部责任。

声明说，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依据多
项因素提出9.16亿美元索赔金额，包括

“长赐”号脱浅费用、海商法规定的救助
奖金、物质和名誉损失、协调调离受阻

“排队”船只的费用。埃方还强调，帮助
“长赐”号脱浅过程中，一名工人死亡。

围绕巨额赔偿金，日本多家媒体
曾援引正荣汽船公司人士的话报道，
这家企业对于赔偿金额与埃方有分
歧，双方仍在谈判。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人士先前告诉
媒体记者，考虑将索赔金额降至6亿美
元，以寻求庭外和解。该管理局主席乌
萨马·拉比耶23日再次表示可以考虑

“降价”。他在接受埃及电视台采访时
说，能够接受将索赔金降至5.5亿美元。
他同时表示，2亿美元保证金足以让“长
赐”号获释。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蒙古国正式确认三名总统候选人资格

“逼停”国际客机
逮捕反对派人士？
白俄罗斯：是飞机先发紧急迫降请求

不放船 埃及法院驳回“长赐”号船东上诉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要求“长赐号”货轮船东公司支付赔偿金

新华社援引白俄罗斯国家
通讯社23日报道，爱尔兰瑞安
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当天因炸弹
威胁紧急降落在白首都明斯克
国际机场。飞机经检查未发现爆
炸装置，随后重新起飞并降落在
目的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然而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等媒体报道称，白俄罗
斯反对派以及立陶宛和波兰等
国领导人认为，白政府是为了逮
捕其通缉的反对派流亡人士罗
曼·普罗塔谢维奇（Roman
Protasevich）而故意强制飞
机降落，并对此提出严厉谴责。

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消息，这
架 波 音 737-800 机 型 的 瑞 安 航 空
FR4978航班，原定从希腊首都雅典
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机上载有
123名乘客。当地时间12时50分，客机
在飞越白俄罗斯领空时发出因机上
有炸弹而紧急降落的请求，13时15分
降落在明斯克国际机场接受安全检
查。白方随后对乘客行李及机舱进行
了检查，并未发现爆炸装置。

BBC报道称，FR4978航班是在
抵达立陶宛边境前不久突然向东转
向飞往明斯克的，全球航班实时动态
信息服务网站“Flightradar24”上的飞
行路线显示，该航班转向飞往明斯克
时实际上离维尔纽斯距离更近。飞机
重新起飞后，最终于当地时间21时25
分降落在原目的地维尔纽斯，比预定
的到达时间晚了7个多小时。

抵达的乘客表示，他们没有得到
任何关于飞机突然转向飞往明斯克
的原因。其中一名乘客说，当得知飞
机将在明斯克降落时，机上乘客普罗
塔谢维奇看起来“超级害怕，我直视
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非常悲伤”。

据路透社报道，现年26岁的普罗
塔谢维奇在到达明斯克后立即被隔
离，警犬检查他的行李后“一无所
获”。环球时报报道称，被白俄罗斯通
缉的反对派流亡人士普罗塔谢维奇
在机场遭到逮捕。

“我们看到罗曼（即普罗塔谢维
奇）因为行李里的东西被拦了下来。”
一位乘客表示。他补充说，其他乘客
也接受了行李检查，随后被摆渡车送
到了航站楼，在那里他们花了几个小
时等待重新登机。

据环球时报报道，罗曼·普罗塔

谢维奇被控创建极端主义网站，被白
国家安全委员会列入参与恐怖活动
的组织和个人名单。他同时在白俄罗
斯国内骚乱和其他违反公共秩序的
刑事案件中遭到指控。据悉，普罗塔
谢 维 奇 在 2017 年 曾 就 职 于 名 为

“Nexta”的网络新闻机构，后来被控
组织大规模暴乱和煽动社会仇恨，他
否认这些指控并逃离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方面表示，是飞机发出
紧急降落请求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
申科下达命令允许飞机降落，白军方
一架米格-29战机紧急升空对客机实
施伴飞。目前，白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已
对这起虚假炸弹事件提起刑事诉讼。

不过，瑞安航空公司事后在一份
声明中表示，机组人员“已接到白俄
罗斯（空中交通管制）的通知，称机上
存在潜在的安全威胁，并被指示转向
最近的明斯克机场”。瑞安航空表示，
在明斯克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
常”，飞机于当地时间20：50离开明斯
克。“我们向所有受影响的乘客真诚

道歉，这次令人遗憾的延误超出了瑞
安航空的控制范围。”

瑞安航空的声明没有提到普罗
塔谢维奇，而后者曾供职过的Nexta
首先透露了其被捕的消息。Nexta称
所有乘客都被检查，然后普罗塔谢维
奇被带走了。

《环球时报》援引外媒报道称，
逮捕事件发生后，多名欧盟高官要
求白政府“释放”所有乘客。立陶宛
总统要求白俄罗斯释放普罗塔谢维
奇，称这是一起史无前例的事件，并
呼吁北约和欧盟对此作出反应；法
国外长称此次事件“不可接受”，欧

洲应对此作出一致的强硬反应；波
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称此次事件是

“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另据BBC报道称，欧洲理事会主席

查尔斯·米歇尔表示，欧盟领导人将在
周一的理事会峰会上讨论“这一前所未
有的事件”，此事不会“没有后果”。

此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发表
声明要求“立即释放”普罗塔谢维奇。
他表示，白俄罗斯的行为“令人震
惊”，将机上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120
多名乘客置于危险境地。布林肯称

“迫降是基于虚假的借口”，并要求对
此事进行“全面调查”。

白方与航司两者说法相左 欧美纷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士

有炸弹还是为抓人？客机“迫降”真相扑朔 美英等国议员呼吁
禁飞白俄上空

当地时间5月23日，明斯克机场工作人员对该航班的乘客行李进行检查 图据中国青年报

罗曼·普罗塔谢维奇

针对欧洲议会日前表示已“冻
结”有关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讨
论，清华大学国际争端解决研究院
研究员周晓燕表示，这是一份互利
共赢的协定，有利于中国、有利于
欧盟、有利于世界，中欧双方应对
谈判成果及其对未来中欧经贸关
系的影响进行客观理性评判。

周晓燕说，中欧日益紧密的
经贸关系迫切需要高水平的经贸
安排。2020年，中欧经贸合作克服
疫情影响，展现出强大韧性。中国
与欧盟贸易额增长4.9%，达到
6495亿美元，中国首次跃居欧盟
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对华直接
投资57亿美元，中国对欧直接投
资47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
2000亿美元。这些数据反映出，中
欧经贸关系已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良好发展格局，需要中
欧双方加强“顶层设计”，为相互
投资提供制度性支撑和保障。

“中欧投资协定是高水平的，
将为双方企业提供巨大机会。”周
晓燕说，在协定中，双方都作出富
有雄心的市场开放承诺，包括未
来具有广阔合作空间的可再生能
源、新能源汽车、金融服务、医疗
养老、环保服务等领域，这些都是
欧盟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

协定将为双方企业赴对方市场投
资提供空前广阔的市场机会。根
据有关调查，绝大多数欧盟企业
表达了进一步扩大对华投资的愿
望，中国企业也希望进一步开拓
欧洲市场。

周晓燕还表示，中欧投资协
定在规则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达成
的共识，将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
提供新动力。双方就公平竞争、金
融监管、行政执法等方面规则达
成一致；同意共同促进可持续发
展、履行多边承诺，携手应对气候
变化，实现绿色发展。“这将为双
方企业创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
期的营商环境，坚定企业合作信
心，使包括中欧企业在内的全球
产业界从中获益。”她说。

周晓燕还说，她注意到，在欧
洲议会决议通过后，欧委会发言
人表示，欧洲议会的投票并没有
标志着协定“终结”，欧委会仍然
认为协定将给欧盟带来益处。“德
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阿尔特迈
尔表示，希望与中国获得对双方
都有利的结果。德国工业联合会
也表示仍然支持中欧投资协定。”
她说，“据了解，目前协定签署生
效前的法律审核和翻译等技术准
备工作仍在正常推进。”（新华社）

专家：应客观理性评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