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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上海中远建设 （集团） 有限
公司遗失在成都银行华兴支
行，帐号：31012004219643900
012预留印鉴章：财务章及授权
代理人 （屠传璜印， 编码：51
01095017134）两枚，声明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桥街道潮
音社区小柏长者照护中心遗失
原法人章（姓名：于鹏）一枚，声
明作废。
●成都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王树明法人章遗失， 特此声
明作废！
●张富之交纳的安置房补差款
（120992元）且由“成都市民用建
筑统一建设办公室”开具的四川
省非经营性结算统一票据 (票据
号0062299012, 开票时间2006
年4月18日)已遗失特此声明。
●四川华宇亚全能干细胞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成都
分行营业部的开户许可证 （核
准号：J6510060047901， 账号：
7411010182600348510）、公 章
（编号：5101095097066）、财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51010950
97067）、 陈桦法人章 （编号：
5101095097068）遗失作废。

●四川中福嘉美能源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757
36710） 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075736711）遗失作废。
●成都库辰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4MA62T9FY6N）正
副本、公章（编号：51010403239
60）、 财务专用 章 （编 号 ：
5101040323961）、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40323962）、黄琪
法人章（编号：5101040323963）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蜀之鼎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开户许可证 （账号117180
579620,核准号J65100602089
01,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双楠支行）遗失作废。
●彭州市仙子合唱团开户许
可证， 核准号J6510108589001
账号51050156780200000518，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彭州新城支行， 遗失
作废。
●成都动起来安防咨询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10
8550401，账号 ：44020559091
00162560，开户银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牛
支行群星路分理处，遗失作废。

●武侯区苏苏
服装店邢斯法
人 章 （编号 ：
510100834915
6）遗失作废。
●成都晏晨嘉
育科技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956
38410遗失作废
●成都直线距
离商贸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
510109995094
2）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黄觅不慎遗失由
滨江樾城财务部开具的预约
金收款单，金额：20000元整，
编号：ZHJC2200， 开票日期：
2021年03月07日。在此声明遗
失作废。
●成都骥千里驾校 （川AC837学
教练车道路运输证和川AG381学
教练车道路运输证）遗失作废。
●四川宏达胜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原法人王明贤法人章编号：
5101075089325遗失作废。
●成都墅筑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75510597）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成乐化
工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0088979
00）遗失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跳伞塔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李峰法人章（编号：
5101003046374）遗失作废。
●成都金之旭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4
0326071）、陈文树法人章（编号
5101040326073）遗失作废。
●成都市郫都区心觅莜舞蹈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
号5101245188942，声明作废。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刘晓婧报
到证遗失。

●成都米强香温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5MA655F7B5
H）遗失作废。
●成都约翰伯格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5MA6AQ52J0
L）遗失作废。
●四川苍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原法人章 (姓名 : 李龙编码：
5101055178127)遗失作废。
●成都欣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129015061）、
曾国芳法人章（编号：51011200
25902）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永鑫隆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602
40450）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安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许可证遗失作废， 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10014284603
●成都社科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公章（编号5101050007470）遗
失作废。
●成都裕德瑾睿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法人章编号51010603
90263遗失作废。
●四川龙腾天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551
41988，遗失作废。

●四川省天鑫洋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
01008501967），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75169595）， 均遗
失作废。
●成都千家美科技有限公司原
法人付建聪法人章编号：5101
100279441，遗失作废。
●四川飞凡工程勘察设计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40
044369遗失作废。
●四川省中盛再生资源利用有
限责任公司公章编号：513902
5010776遗失作废。

●成都盛嘉合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2250744
57）、 纪虹玲法人章 （编号：
5101225074459）遗失作废。
●催款通知: 李俊烈(51302719
620818003X):你在本人(毛巧芸)
处的借款150万元及利息到期未
归还,鉴于你目前无法联系,下落
不明,本人特通过报刊方式公开
向你催收,请你见报后及时还清
全部借款本息。本催款通知登报
之后,本人对你享有债权的诉讼
时效依法重新计算。
催款人:毛巧芸 2021年5月27日

●成都斯佛恩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周志伟法人章（编号：510107
5204131）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法官协会遗失法人章
（法人： 牛敏， 编号：5101009
199504），声明作废。
●锦江馨康诊所遗失财务专用
章，编号：00297942，声明作废
●青羊区光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挂号票据1126张(号段130291
375-130292500)被盗遗失作废
●四川启格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120084778）遗
失作废。

据外媒报道，一位怀三胞胎的美
国母亲打破了三胞胎分娩时长的世
界纪录，她用了5天生出了三个娃，而
此前的世界纪录是两天。不仅如此，
三胞胎的生日甚至还“跨年”了。

1%几率
试管授精带来意外之喜

报道称，33岁的凯莉·德谢恩来自美
国纽约，她于2019年12月28日生下了第
一个孩子西亚，五天后于2020年1月2日
生下了三胞胎中的另外两个孩子。三个
孩子均是早产，老大出生时仅22周5
天，弟弟妹妹出生时也只有23周。

凯莉说，她和35岁的丈夫布兰登
尝试自然怀孕，但4年都没有成功，于
是决定进行试管授精。此前他们已经
有一个7岁的养子和一个12岁的继女。

夫妻两人决定植入两个胚胎，这
样成功怀孕的几率更大。胚胎移植
后，他们被告知，有10%的几率怀上
双胞胎，有1%的几率怀上三胞胎。

分娩惊心
22周早产，三胞胎只出生一个

在怀孕期间，凯莉被告知怀三胞
胎风险很高，医生建议减胎两个，以

使其中一个婴儿有更好的存活机会。
但她决定不放弃任何一个小生命。

怀孕16周时，凯莉发现自己宫
颈口开了1到2厘米，需要紧急缝
合，而手术可能会导致胎膜早破，
但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

接下来的日子，凯莉不得不卧床
保胎。到22周5天的时候，她去做了一
次B超，医生告诉她一切正常，但就在
当晚，她的羊水破了。老大西亚出生
后，医生立即对他进行了抢救，并把他
送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

躺在床上，凯莉期待着另外两个

孩子的出生，但医生告诉她，他们想
尽量让另外两个孩子再晚一点出生，

“因为22周太早了，这家医院也从来
没有22周早产的婴儿存活下来，最先
出生的西亚存活率也只有9%。”

刷新纪录
三胞胎“跨年”间隔五天出生

在医生的帮助下，凯莉又在病床
上度过了5天，还迎来了2020年新年。

新年的第二天，她生下了重1磅7
盎司的德克兰和重1磅1盎司的罗恩。
三个孩子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待

澳大利亚政府25日宣布，因
担忧美国及北约驻阿富汗部队撤
离引发安全问题，澳方决定3天后
暂时关闭驻阿大使馆。

阿富汗塔利班当天承诺为外
交人士和人道主义组织提供“安
全环境”。

澳方担忧安保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
森25日宣布，定于28日起暂时关
闭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澳大
使馆，原因是担忧那里“越来越不
确定的安全环境”。

他说，一旦条件允许，澳政府
将在喀布尔重开使馆。

美国政府4月14日宣布，驻阿
美军将于9月11日前完全撤出。莫
里森次日宣布，澳大利亚将与美
国以及其他盟友一道在9月全部
撤出驻阿部队。

2001年“9·11”袭击事件后，
澳大利亚等盟国参加美国发动的
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据
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现有大约
80名士兵驻扎在阿富汗。驻阿澳
军一度达1.5万人。澳国防军司令
去年11月公开对驻阿部队的调查
报告，证实澳军士兵2005年至
2016年“非法杀死”战俘和平民。

澳大利亚自由党议员、前外
交官戴夫·夏尔马告诉美联社记
者，他认为关闭驻阿使馆是临时
举措。“在我方防务人员撤离情况
下，（这种做法）与保障使馆人员
安全的能力切实相关。”

夏尔马赞成短期“闭馆”，但
长期而言，澳大利亚“应该且必须
维持与阿富汗的外交关系”。

塔利班作承诺

暂时不清楚澳大利亚方面关
闭驻阿大使馆的决定是否与具体
安全威胁相关。

大部分国家驻阿使馆位于喀
布尔“绿区”，那里安保更为严密。
按美联社的说法，数个国家的驻
阿富汗大使馆据信正在缩减非必
要人员，美国大使馆上月要求非
必要人员回国。

阿富汗外交部25日在一份声
明中说，阿方致力于为他国使馆
提供安全保障。

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发
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同一天说，
外国使节可以“照常处理公务”，

“我们不会对他们构成任何威胁”。
塔利班另一名发言人苏海

勒·沙欣告诉美联社记者，外国使
节“不应该有任何担忧”，塔利班
不会伤害他们。

塔利班与美国政府去年2月
签署协议，美方承诺分阶段撤军。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上台后，把
美军撤离期限从今年5月1日推迟
到9月11日。美国和北约军队5月1
日起开始撤离。

阿富汗近期袭击不断，安全
形势日趋恶化。塔利班明显加强
对阿政府军的攻势。塔利班和政
府军在开斋节期间停火三天，但
塔利班节前并未停止攻势，而且
节后继续与政府军交火。

美联社援引喀布尔政治分析师
奥贝杜拉·巴希尔的观点报道，澳方

“闭馆”决定以及其他国家大使馆削
减人数显示外界担忧阿富汗政府提
供安全保障的能力不足。（新华社）

美国国土安全部25日说，继美
国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一条输
油干线遭遇黑客攻击、停运数天
后，总统约瑟夫·拜登政府正在与
管道公司合作，将在今后几天内发
布措施，加强输油管道网络安全。

国土安全部当天在声明中
说，该机构下属的美国运输安全
管理局和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
施安全局正与私营公司合作应对
网络威胁。国土安全部将在今后
几天发布更多细节。

《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高级
官员的话报道，国土安全部准备
发布首个关于输油管道的强制性
网络安全条例。

路透社报道，运输安全管理
局过去针对管道网络安全提供自
愿性指导方针。美国政府问责局
在2019年的报告中说，到2018年，
运输安全管理局的管道安全部门
只有6名全职员工，使该机构审查
网络安全的行动受限。运输安全
管理局本月宣布，已经将工作人
员职位增加到34个。

另外，美联社25日以一名不愿
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
道，运输安全管理局预计本周会发
布关于管道网络安全的指令。

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
高级研究员马克·蒙哥马利说，联

邦官员透露，指令将分两阶段执
行。第一阶段将要求美国管道公
司向联邦政府报告任何网络安全
事件，随后实施的第二阶段将要
求管道公司完成对其网络安全系
统已知漏洞的自我评估。

“这是不错的措施，”蒙哥马
利说，“但我们需要更广泛地应
用，以便国家所有关键基础设施
都处于更高（安全）水平。”

由于遭遇黑客攻击，科洛尼尔
管道运输公司一条输油干线7日起
停运，12日下午初步重启，13日全
线恢复。黑客利用加密手段锁住企
业计算机系统并盗取机密文件，以
解锁为条件勒索赎金。该企业一度
被迫关闭整个能源供应网络。

科洛尼尔公司的输油管道是
美国最主要成品油管道之一。输
油管道停运期间，美国东海岸燃
油供应受到极大影响。美国联邦
调查局指认黑客组织“黑暗面”发
动攻击。

《华盛顿邮报》报道，一些私
营运营商对政府加强监管态度谨
慎，上述指令可能遭到反对。

代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美
国石油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其
成员正在与政府合作制定政策，
任何新规都应包括“互惠的信息
共享和责任担保”。 （新华社）

人类三胞胎分娩时长世界纪录被刷新

五天生出三个娃 生日还“跨年”了

澳暂时关闭驻阿使馆
塔利班回应“不用怕”

防输油管道遭“黑”
美国拟加强网络安全

俄美总统将于6月1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晤

俄罗斯总统网站25日发布消息说，
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将于6月16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

俄总统网站说，双方领导人将在会
晤中讨论俄美关系现状和进一步发展
前景、战略稳定、抗击新冠疫情合作以
及地区冲突调解等问题。

美国白宫25日确认会晤消息。白宫
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美国寻求在美俄
关系中恢复可预见性和稳定，双方领导
人将在会晤中讨论一系列紧迫问题。

拜登4月15日曾表示，他已提议与
普京今年夏天在欧洲举行峰会，以讨论
双边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同
月25日表示，普京与拜登可能于6月举
行会晤。这也将是自拜登担任美国总统
以来，美俄两国领导人首次展开面对面
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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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讨论俄美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计划讨论俄美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战略稳战略稳
定问题定问题，，以及新冠疫情抗疫合作以及新冠疫情抗疫合作、、调解地区冲突等调解地区冲突等
国际热点问题国际热点问题。”。”

据外媒报道，拜登上个月曾表示，他将很
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现在具体时间和地
点已公布，按照计划，他将于6月11日至13日出
席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随后赴比利时
首都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接着前往瑞士日
内瓦与普京举行会晤。

这次会晤两人会有怎样的互动，美俄关系
的走向会有怎样的变化，都引发国际社会的广
泛关注。

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说，此次会晤将
涵盖“一系列紧迫问题”，美国正寻求恢复与俄
罗斯关系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这与美国国
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上周在冰岛与俄罗斯外长
谢尔盖·拉夫罗夫会晤时的言论一致，布林肯
表示，拜登的目标是“与俄罗斯保持可预测的、
稳定的关系”。

美国媒体称，具体的讨论话题包括军备控
制、气候变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参与、俄
罗斯网络黑客活动等。

克里姆林宫网站的公告称，双方领导人这
次会晤“计划讨论俄美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
战略稳定问题，以及新冠疫情抗疫合作、调解
地区冲突等国际热点问题。”

普萨基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预计他
们将在战略稳定问题上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新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后，军备控制议程也将在
这方面展开。”她接着说，“总统还会提到乌克兰，
强调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他还
会提到白俄罗斯，表达我们的严重关切——就像
他现在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做的那样。”

普萨基补充说，未来几周，一系列问题可
能会被列入议程。

尽管两国在乌克兰和选举干预等问题上分尽管两国在乌克兰和选举干预等问题上分
歧明显歧明显，，对抗加剧对抗加剧，，但拜登希望建立一个明确的沟但拜登希望建立一个明确的沟
通渠道通渠道，，以避免出现不适当的意外以避免出现不适当的意外。。

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次对话注定令人担
忧，拜登和普京在过去几个月两国不断升级的
紧张局势中进行了唇枪舌战。BBC报道称，除
了希望改善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取得相互
理解外，外界对这次会晤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
果没有太多期待。

拜登上个月在电话中第一次提议与俄罗
斯总统举行会晤，此后双方一直在努力敲定细
节。尽管两国在乌克兰和选举干预等问题上分
歧明显，对抗加剧，但拜登希望建立一个明确
的沟通渠道，以避免出现不适当的意外。

普京似乎接受了这一提议，即使是在美国
上个月刚刚因为黑客攻击事件对俄罗斯实施
了严厉的新制裁和其他惩罚。

据报道，拜登政府上月因“太阳风”（Solar
Winds）黑客袭击事件对俄罗斯实施了新的制
裁，这也加剧了目前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其
中包括对美国金融机构与俄罗斯政府之间交
易的新限制、对俄罗斯企业的制裁以及驱逐一
些俄罗斯驻美外交官。

分析认为，拜登上周宣布，美方决定对参
与“北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的俄罗斯“北
溪-2”股份公司及其负责人马蒂亚斯·瓦尔尼
希予以制裁豁免，可能有助于在6月会晤前夕
缓解美俄紧张局势。

CNN报道称，美俄领导人的会晤就像是外交
界的走钢丝，美国总统必须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谨慎
行事。作为前副总统和长期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专
家的拜登，在外交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似乎喜欢
与世界领导人建立一对一的化学反应。然而，日内
瓦会晤将是对他政治生涯最大的考验之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伊晋 综合新华社

首次会晤
将谈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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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产生
实质性成果？

了四个月，德克兰于当年4月17日出院，是
第一个回家的孩子，罗恩在随后的4月30
日出院回家。而最早出生的西亚在2020年
5月4日出院回家，一家人终于团聚。

到了2020年秋天，孩子们都不再需要
吸氧了。“他们都呼吸得很好，很健康，所
有成长指标都不落后，甚至快要能走路
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们从来都不
确定他们能不能挺过来。我为他们的奋斗
感到骄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伊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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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胞胎（中）与姐姐和哥哥的合影 图据每日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