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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严翔身份证 （号5115021987
10170336） 于2021年9月21日
遗失， 遗失之日起非本人使用
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王冬玥身份证 （630103199
411160029） 于2021年9月18日
遗失，声明作废。
●赵万伏自动化专业高级工程
师证遗失。 审批机关： 四川省
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批准时间：
2005年7月。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真妍容妆化妆品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40041140遗
失作废。
●中则 （成都） 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6
51712，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
75651713均遗失作废。
●成都中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不慎将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
009405438）遗失，声明作废。
●青羊区中辉机械经营部发票
章 （ 编 号 ：5101055279833）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悠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09207386）
遗失，声明作废。

声 明
我司原兼职员工何林冬 （身份
证 号 120104198003185819）、
蒲 静 波 （身 份 证 号 6101211
98009150011）、张建明（身份证
号 110108197402280396）、 吴
中立（身份证号320102198304
193278）， 已于2018年1月21日
离职，请于见报后7日内联系我
单位办理离职手续及其他相关
事项， 逾期我公司将自行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社保停
保等相关事宜。

成都能创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3日

●李晓华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簇
桥金景园2栋5单元6楼10号房
屋产权证(证号：1094)遗失。
●四川金地饭店遗失法人章（
法人姓名： 马运琪、 编号：51
01000110708）； 财 务 专 用 章
（编号：5101008095192）； 汤康
元 章 （ 编 号 ：5101085000
990）； 田秀蓉章 （编号：5101
085000991）各一枚，声明作废
●成都时代宏瑞科技有限公
司， 原法人朱亮法人章编号
5101095337238遗失作废。

●成都怡成百嘉鞋业有限公司
陈叶原法人章编号5101075515
864遗失作废。
●李思奇身份证 (号码5101071
99402042184)及社保卡（号码
AU5754022）2021年9月19日遗
失， 该日起非本人使用造成的
后果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成都市强峰服装辅料有限公
司法人殷发明法人章 （编号
5101080014662） 印章销毁证
明，遗失作废。
●成都市强峰服装辅料有限公
司在成都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都竹友分理处的开
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100158
93103账号0222010401200100
01077）遗失作废。
●成都玖玖联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0871
2617）遗失作废。
●四川半藏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 (编号：5101060520545)、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605205
46)、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60
520547)、 阿尔兰·海拉提别克
法人章(编号：5101060520548)
遗失作废。

●成都市聚美佳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9
387461， 李涛法人章编号5101
085295238均遗失作废。
●成都瑞隆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 编 号 ：5101008835248） 遗
失作废。
●四川傲游世界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姜玉平法人章编号510109
5326803遗失作废。
●四川宏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95846724）
遗失作废。
●成都蒙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姚雨蒙法人章 （编号：510107
5654252）， 财务专用章 （编
号 ：5101075654250）， 发 票
专用章 （编号：510107565425
1）均遗失作废。
●四川迎百福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 编号510104039
2522，声明作废。
●宋丽萍遗失身份证， 身份证
号码510302198006020041，特
此声明。
●林玲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资
金往来结算票据编号：0147335
578金额4460元，遗失作废。

●简阳磐三
建材有限公
司公章 （编
号：51018500
57448） 遗失
作废。
●简阳一昕
源商贸有限
公司公章（编
码：51018500
35980） 遗失
作废。
●徐崟洋， 身份证号51010419
9811032877，于2021年9月17日
之前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海之渔金融服务外包有
限公司原法人叶长魁法人章编
号5101095124271遗失作废。
●成都学中汇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40382420、
唐文武法人章编号510104038
2423遗失作废。
●成都鼎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40382204、唐
文峰法人章编号51010403822
07遗失作废。
●成都卓同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周世华法人章编号5101045
045731遗失作废。

●四川成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华冠城新增项目2台电梯合格
证（编号R2N90174，R2N90175）
遗失，特此声明。
●成都福星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084405
89，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00840
8393，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
8400379， 黄其福法人章编号
5101008400380均遗失作废。
●成都久欣居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5101
075642738）、 财务专用章 （
编号 5101075642739）、 法 人
章 （姚芳 ，编号510107564274
1），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7
5642740）各一枚，声明作废。

●四川易拓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发票专用
章（编号510105512833
7）遗失作废。
●成都蜀道云通科技
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5101095614127）， 遗失
作废。
●成都市树袋熊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101075748636遗失作废。
●成都成通服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85266767）
遗失作废。
●成都万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94502
47，刘繁法人章编号510105513
5184均遗失作废。

●四川蓉都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40264
247）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普蕙堂大药房有限责
任公司公章 （编号：51010601
51058）遗失作废。
●成都商旅出租车运业有限公
司川ATE163营运证遗失。

●四川泽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肖光荣原法人章编号5101040
202093遗失作废。
●四川朗越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资质证书副本 4本 ，
编 号 E251003593 -4 -1、4 -2、
4-3、4-4均遗失作废 ， 特此
声明。

大批海地人近期从墨西哥科阿
韦拉州阿库尼亚城蹚过里奥格兰德
河进入德尔里奥，并“驻扎”在当地的

“德尔里奥国际桥”一带，寻求向美国
申请避难。美国19日展开大规模驱
逐，用飞机分批把他们遣送回国，或
把他们驱赶到墨西哥一侧。

美国政府去年3月以加强防疫为
由在南部美墨边境施行更严厉的边
境管控政策。按照规定，执法人员可
以保护公众卫生安全为由立即驱逐
非法入境者，不予对方申请避难的机
会。约瑟夫·拜登今年1月就任总统后
基本维持这一政策，仅豁免部分家庭
或无人陪伴的儿童。

拜登21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
话，声称美国将在推行外交政策时捍
卫人权。美联社评论，拜登的论调与
美国边境执法人员骑马驱赶移民的
画面形成鲜明对照。

当地时间9月21日，美国国土
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表
示，他对边境巡逻队人员与海地移
民对峙的视频感到震惊。马约卡斯
强调，任何对移民的虐待都是不可

接受的，这违背了国土安全部对执
法人员的指示。他还补充道，司法
部将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并全力解
决这一问题。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21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对边境执法人员处理海

地移民问题的方式表示谴责。今年
早些时候，拜登曾任命哈里斯对中
美洲难民数量激增的根本原因进行
调查。美国媒体表示，海地可能会被
纳入哈里斯的调查范围之内。哈里
斯当天还表示，仍支持政府对海地

移民数量暴增进行调查，但是任何
人都不应该遭到如此对待，这样的
现象令其感到困扰。

当地时间9月21日，美国总统拜
登在结束联合国大会时就南部边境
地区的海地移民问题表示，事态发展
正在重回正轨。

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
舒默21日说，有关移民所受遭遇的
画面“令人反胃”。他呼吁拜登政府
不再延续前政府“仇恨和仇外”的移
民政策。

塔利班想在联大发言
前政府代表目前留任

哈克称，已经将塔利班的要求
提交给联合国全权证书委员会处
理，应当由评审委员会决定谁应在
联合国代表阿富汗。联合国全权证
书委员会是一个由9个国家组成的
委员会，其成员包括美国、中国、俄
罗斯、巴哈马、不丹、智利、纳米比
亚、塞拉利昂和瑞典。

报道称，该委员会不太可能在
下周一（27日）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
结束之前就这个问题举行会议，所
以此次塔利班的代理外交部长是否
能够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
表讲话值得怀疑。

根据大会规则，在全权证书委
员会做出决定之前，伊萨克扎伊将
继续留任。按目前计划，他将于9月
27日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发表讲话，
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国家会因阿
富汗塔利班的致信对此提出异议。

据报道，全权证书委员会通常
在10月或11月开会，评估所有联合

国成员的资格，然后在年底前提交
报告供大会批准。外交官们表示，委
员会和大会通常通过证书达成共识
来运作。

报道指出，联合国是否最终接
受塔利班获得合法席位，将是该组
织争取国际承认的重要一步，这将
有助于为资金紧张的阿富汗经济释
放急需的资金。古特雷斯曾表示，塔
利班渴望获得国际承认，唯一手段
是在阿富汗推动包容性政府和尊重
权利，尤其是妇女权利。

联合国的难题
谁是阿富汗的合法代表？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沙阿·马哈
茂德·库雷希知道塔利班的要求，他
说，这让人们对沙欣以及挑选他的
塔利班领导层产生了许多疑问。

“他代表的是谁？”库雷希在联
合国大会期间一场有关阿富汗未来
的会议上说，“他向谁报告？在联合
国，你能和一个不被认可的人有什
么样的交流？这将是一个复杂的、不

断发展的局面。”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回归，

是联合国大会本周面临的棘手问题
之一。这起事件给世界上最大的外
交会议制造了一个难题，谁是这个
国家的合法代表？

“通常一个国家有权提名某
人。”土耳其政治家、已卸任联合国
大会第75届会议主席沃尔坎·博兹
基尔在本月的告别新闻发布会上对
记者说。“我们不能说，‘我不喜欢这
个政府’。”博兹基尔在寻求解决联
合国关于谁是或不是一个国家的合
法特使的争议时说。

联合国的席位具有象征意义，
是衡量一个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可
信度和接受度的基准。联合国会员
资格使各国政府不仅有机会在大会
上发言和发表意见，而且还有机会
参与一系列其他联合国机构，如世
界卫生组织和人权理事会。因此，授
权一个国家的大使代表其发言非常
重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伊晋
综合央视新闻

在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著
《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因偷窃
一块面包被抓，坐了19年牢。这
样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竟然还
在上演。据外媒报道，美国宾夕
法尼亚州的一个流浪汉约瑟
夫·索博列夫斯基由于一瓶少
付了43美分（约合人民币2.8
元）的饮料，面临高至7年的牢
狱之灾。

报道中提到，在上个月的
一天，约瑟夫看到一个加油站
写着激浪饮料活动价3美元2
瓶，他以为一瓶饮料的价格是
1.5美元，就放了2美元在柜台
上，拿走了一瓶饮料。

然而，约瑟夫算错了。加油
站这种单瓶饮料的价格是2.29
美元，加上税总计2.43美元。因
为少付了43美分，约瑟夫离开
后加油站报了警，这名38岁的
流浪汉很快就被警察逮捕，他
将面临是异常严厉的惩罚——
3.5年至7年的刑期。

宾夕法尼亚州对零售盗窃
有累犯加重处罚的“三振出局”
法条，而约瑟夫很多年前曾有
两次盗窃记录，这一次是第三
度犯罪，面临的就是高至7年刑
期，保释金也高达5万美元。据
法庭记录显示，十几年前，约瑟
夫曾加了一缸油没付钱就扬长
而去，犯下了一次盗窃罪。2011
年12月，他在一家超市偷了一
双价值39.99美元的鞋而被捕，
并因此付866美元罚款及相关
费用，还因违反缓刑而被判入
狱3个月。

宾夕法尼亚州的州警发言
人梅根·安默曼告诉媒体称，对
此前犯过2次盗窃罪的人，第三
次再犯就会自动列为重罪，不
管涉及的额度大小。梅根强调，
相关部门只是在遵循州法而
已。梅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需要遵照宾州的法律并
执行。州警不能做出对一个犯
罪案例不起诉的决定。在犯罪
案例中只有一些受害者能被免
除起诉。”

该加油站拒绝对此事发表
评论，加油站员工称：“我们对
此没有进一步的话可说。”因
此，该加油站为何要为43美分
对约瑟夫提起诉讼，外界尚不
清楚。

宾夕法尼亚州赦免委员会
秘书长布兰登·弗拉德批评该
案的起诉，称现在的状况“完全
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也批评州
法对于第三次盗窃犯罪涉及的
物品价值没有进行甄别，“这就
是一个几十美分的事，结果不
只是因此给一个人定重罪，还
花费了纳税人的钱来逮捕和羁
押他。我们不应该看见这样的
案子。”

不久前，加州一名女性也
因为当地的“三振出局”法条坐
了27年牢才出狱。1994年，米歇
尔·泰森偷了一个VCR，被判
入狱40年，最终坐了27年牢。

民主党众议员丹·米勒表
示，他们试图立新的法案来修
正“三振出局”法条，却被无视
了。而赦免委员会秘书长布兰
登·弗拉德表示，他希望约瑟夫
的案子能成为“旗帜性的案
子”，最终能带来“三振出局”法
条的改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容

韩国总统文在寅21日在第76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呼吁韩国
与朝鲜、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对话尽快
恢复。

“朝鲜半岛的和平总是始于对话
和合作，”文在寅说，“我呼吁韩朝和
美朝对话尽快恢复。”“我希望看到朝
鲜半岛能证明对话与合作是促成和
平的力量。”他说。

文在寅希望相关各方能发表朝
鲜战争终战宣言，提议尽快恢复韩朝
离散家属团聚，希望在地区性平台与
朝方合作，包括东北亚防疫卫生合作
机制。

今年是韩朝同时加入联合国30周
年。文在寅说，韩朝当年同时加入联合
国“并不是为了永久维持分裂状态”。

自2019年2月朝美领导人在越南
首都河内的第二次会晤无果而终以
来，以无核化为主题的朝美对话陷入
停滞，韩朝关系随之趋冷。

今年7月27日，韩朝双方恢复中
断13个月的通信联络线路。朝中社当
时报道说，全民族盼望处于挫折和停
滞状态的朝韩关系早日恢复。

朝中社17日发表朝鲜国际问题
评论家金明哲的评论文章，批评美国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称
这是朝美对话持续陷入僵局的原因。

文在寅在讲话中表示，为在朝鲜
半岛实现共同繁荣和合作，“我将持
续努力，直至我任期的最后一刻”。文
在寅定于明年5月卸任。

据新华社

伊朗总统莱希21日在第76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抨击美国
随意退出伊朗核协议以及继续在新冠
疫情期间对伊朗实施制裁的行径，强
调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体现，伊朗不
再相信美国政府所做的任何承诺。

莱希在预先录制的视频讲话中
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15份报告
都证明伊朗信守承诺，但美国并没有
履行其解除制裁的义务。美国违反并
退出伊核协议，却继续对伊朗人民施

加更多的制裁。
莱希说，制裁是美国对世界其他

国家新的战争方式。在新冠疫情期间
对医药实施禁运属于反人类罪。“我
代表伊朗民族和我国收容的数百万
难民，谴责美国持续的非法制裁，尤
其是涉及人道主义领域的制裁。”

在讲话中，莱希还抨击了美国对
中东事务的干涉。他说：“美国在叙利
亚和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是建立民主
和国家意志的最大障碍。”

美国上演现实版“悲惨世界”

少付43美分
流浪汉恐面临
7年牢狱之灾

联合国遇棘手难题

塔利班要求在联大发言
前政府留任代表怎么办？

第76届联合国大会正在进行中，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问题也是本届联大备受关
注的问题之一。

据路透社当地时间9月21日报道，阿富汗塔利班任命的代理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20日致
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出席本周在联合国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同时
还在信中要求提名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为阿富汗驻联合国大使。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证实了穆塔基致信的消息。哈克表示，此举等同于和阿富
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拉姆·伊萨克扎伊（Ghulam Isaczai）摊牌，因为伊萨克扎伊代
表的是上个月被塔利班驱逐的阿富汗政府。哈克称，塔利班的信函中写道，伊萨克扎伊的任务应该
被视为“已经结束”，“他不再代表阿富汗”。

伊朗总统联大会议表态伊朗总统联大会议表态

不再相信美国政府所做任何承诺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联大呼吁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联大呼吁

尽快恢复韩朝、美朝对话

美执法人员骑马挥鞭驱移民引众怒
联合国难民署：美这一举动或违反国际法

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照
片和视频显示，戴牛仔帽、骑着
马的美国执法人员在德尔里奥
用形似马鞭或缰绳的长索朝移
民挥舞，还有执法人员策马追逐
移民。一些网友评论道，这些画
面令人想起美国奴隶制时期白
人虐待黑人的场景。白宫新闻秘
书20日也说这一画面“可怕”。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21日对美国大规模驱逐海地移民表
达严重关切，说美国这一举动可能
违反国际法。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
波·格兰迪批评美国先前以防控新
冠疫情为由出台的驱逐非法入境人
员政策，说美国依据这一政策直接
驱逐大批移民，没有评估和审查他
们是否确实需要申请庇护，这种做
法不符合国际准则，同时可能违反
国际法。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沙比亚·
曼图透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目前正在与拜登政府进行对话，
希望美国取消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发布的新冠疫情控制命令。

据悉，海地移民被驱逐出境的
原因之一为限制新冠疫情的传播。
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 国际在线

联合国难民署：

美国驱逐海地移民
不符合国际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