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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树湾小区全体业主：
橡树湾小区位于银润南一路, 由成都蜀都华润

置地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其中建设有配套设施
33480.13m2，已于集中交付时统一交付业主使用。

现我司对该 33480.13m2 配套设施权属进一步
明确：由于“橡树湾”小区目前尚未成立业主委员
会，故委托物业公司（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承担设施的日常管理维护。 待业主委员会
成立后 30日内我司与业主委员会签订无偿移交协
议，并协调物业公司完成相关的移交手续。 特此公
示，公示期十天，自即日起至 2021年 10月 6日。

成都蜀都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27日

公 示声明·公告
●蒋幼华遗失绿地新里程10-4�
-701房款收据， 收据号017599��
3， 金额2484108元， 收款时间
2018年4月19日，声明作废。
●成都众和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遗失服务证证号川ATA132自编
号30102曾毅声明作废。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通盈路
88号绿地锦天府8栋403室购房
发票遗失，特此声明。
●四川蜀域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持有的公章 (编码：51011601�
44190)遗失作废。
●成都市根据地房屋租赁有限
公司，原法人章，李浩私章（编
号：5101225028162，51010080
59886）遗失作废。

●成都通仁辉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160081984遗
失作废。
●四川瑜阳汇鑫商贸有限公司
李钦阳法人章（编号：510108��
5261520）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聪洛亘商贸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5MA6BLY654J）遗
失作废。
●金牛区鑫万通消防器材经营
部公章（印章编码：51010601��
82168）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富鑫阳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张英原法人章编号：510182�
0069031遗失作废。
●四川拜科森康生物科技合伙
企业(普通合伙)刘华润法人章
编号5101075643076遗失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四川旅游专修学院拟向业务主
管部门单位成都市教育局和登
记管理机关成都市民政局申请
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2021年9月27日起
180日内， 向本清算组申请债
权。 清算组联系人： 徐万里，
电话：13980015252，特此公告
●延长壳牌（四川） 石油有限
公司昭觉寺路加油站成品油零
售经营批准证书正本编号油零
售证书第A0064号遗失作废。
●成都三目雕塑工程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
510041753601， 账号：440220�
4809100020120， 开户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瑞星路支行）遗失作废。

●四川川投国际网球中心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郭勇法人章（编
号：5101006023168）、 苗兵法
人章（编号：5101080027989）、
方述锐法人章（编号：51010800
27990）遗失作废。
●成都市和玺晨曦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黄启宝法人章（编号51�
01055078866）遗失作废。
●成都市锦江区东光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公章（编号：510104�
0412193）遗失作废。
●成都耀辉再生资源回收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16MA68CW1M
4G， 公章编号5101160056167
均遗失作废。
●成华区爱客斯音乐餐吧蒲大
艳法人章（编号：5101085337�
754）遗失，声明作废。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小周鲜肉
店法定代表人名称章（周崇永）
编号：5101129018696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罗氏母婴
用品经营部法定名称章（罗杰）
编号：5101120033911遗失作废
●四川省齐圣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22MA6C6RED0
H遗失作废。
●李载阳身份证遗失， 证号：
510105199002151012，自见报
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
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四川中创登峰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95172229遗失
作废。
●成都文理学院罗丹学生证（
证号:201814015720）遗失作废

●成都叁壹玖商贸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60425
536）遗失作废。
●成都高新区百通电源科
技经营部公章编号：51010
90012420遗失作废。
●成都捷扬建材销售有限
公司， 吴国兵法人章编号
5101255033155遗失作废。
●成都捷扬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吴国兵法人章编号
5101255033152遗失作废。
●成都捷扬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吴国兵法人章编
号5101255033149遗失作废。
●成都市伟伟和乐商贸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10��
116076901，账号12936028402��
3，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成都
府青路支行，遗失作废。

●麻雀（成都）物流有限公
司川AY9802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0516203）遗失。
●成都尼西亚航空科技有限公
司赵雪娇法人章编码：5101065
098062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圣垚科技有限公司
曾荧华法人章（编号：
5101095843211）遗失，声
明作废。

不信“山头”信实用
不管黑猫白猫，能帮德国抓老鼠就是好猫

默克尔惊心动魄的政治生涯始于1990年。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政
局改天换日，政治敏锐的默克尔步入政坛。

执政后的默克尔更是不信“山头”信实用，把“拿来主义”发挥到
极致。默克尔的前任是政治对手、社民党总理施罗德，他当政时推出
名为“2010议程”的改革计划，对德国的劳动力市场、福利制度、经济
结构大胆改革，以期让德国摆脱近十年的经济低迷。默克尔接任后，
摒除“门户之见”，将“2010议程”的改革计划推行到底。可以说，默克
尔任内经济一直很好，德国家底越来越厚，主要得益于这场对“德国
模式”伤筋动骨的改革。

数字说明了一切。自2005年默克尔执政以来，德国的失业率从
高于11%一度下降至5%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涨超过40%；近十
年多数年份国家财政盈余数百亿欧元……德国能在西方国家中率
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能打赢欧债危机这一大仗，主要是得益于这
场改革的红利。事实上，默克尔执政这16年，也经常把社民党、自民
党、绿党等其他政党的政策主张拿过来就用。

“危机总理”
帮助德国和欧洲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

疫情危机……

评价默克尔执政16年，全世界舆论谈论最多的当然是其处置了
一个接一个危机。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到欧洲，面对舆论“狼来了”
的呼声与工商界的大声疾呼，在观察、调研之后，默克尔政府宣布出
台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投入总额高达500亿欧元的资金，用于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减税和补贴等——这是联邦德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经
济刺激计划。其后，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率先走出危机的国家。而这，
也奠定了默克尔“危机管理者”的名声。

不久欧债危机接踵而至，默克尔拼尽全力，支撑欧元大厦于不
倒。其时，一贯视欧元为对手的英美两家齐上阵，主导世界舆论的英
语媒体齐声唱衰欧元，“欧元区分崩离析论”甚嚣尘上。面对冷嘲热
讽，“铁娘子”始终不为所动，坚持救助与财经纪律相挂钩，让想一再
赖账的人“恨得牙痒痒”。但最终，默克尔带领欧洲挺过了“欧元的至
暗时刻”，默克尔的声望达到顶峰，当仁不让成为欧洲舍我其谁的领
导人。

2015年成千上万滞留匈牙利的难民踏上德国的土地，汹涌而来的难
民潮引发国内民众和欧盟一些成员国的不满和反对，德国国内陷入政治
分裂，民粹政党见风崛起。默克尔一贯居高不下的支持率大幅度下降，甚
至被迫提前放弃了党主席职务。但是，默克尔多次表示对“开门”迎难民
的决策“不后悔”。默克尔当时被誉为当代“特蕾莎修女”，成为《时代》周
刊等多家知名媒体的年度人物。

默克尔任内处置的最后一个危机是新冠疫情。默克尔一贯崇尚
科学与理性，这在抗疫中得到充分体现。她说：“控制疫情不能靠谎言
和虚假信息，也不能靠仇恨和煽动。”从极低的病死率到极高的核酸
检测水平，从娴熟的防控水平到老百姓的满意度，德国可以说是西方
的模范。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如此评价：对德国而言，默克尔是一位“危
机总理”；对欧洲而言，她就是“动荡时代的船锚”。

欧洲事务头号操盘手
从不把“大欧洲”挂在嘴上，

只是沉下心解决一个接一个的难题

对美外交一直是德国的重中之重。默克尔与小布什和奥巴马政
府相处和谐，但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倡导多边主义。比如，在北约
东扩问题上，默克尔在俄美争斗中保持了清醒的平衡。华盛顿曾力
推让乌克兰、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进一步侵蚀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但
默克尔不为所动，联合欧洲一些国家打掉了美国的倡议。

默克尔外交上遭到的最大羞辱来自特朗普，后者在公开场合拒绝
与她握手。面对这位缺乏理智、自高自大、无法预测的白宫主人，默克尔
无可奈何，在忍耐的同时发出了欧洲要靠自己的感慨。2018年6月，默克
尔团队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在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上拍摄的照片，迅
速引发全世界热议——图片中默克尔带领与会领导人一起“围攻”美国
总统特朗普。一些媒体评论，这是默克尔执政16年对美外交的一个转折
性画面，标志着默克尔成为西方阵营的头号领袖。

对俄外交方面，在默克尔执政的整整16年里，普京一直是她外
交上的对手与伙伴。一方面默克尔与西方站在一起，以克里米亚入
俄等为由制裁俄罗斯；另一方面，默克尔坚持与俄罗斯对话、磋商。

在对华关系上，默克尔积极推动德国和欧洲对华友好交往和务
实合作。先后12次访华，是访华次数最多、对中国情况最了解的西方
国家领导人之一。近年来，在美国单边主义做派日益猖獗的背景下，
默克尔政府一直倡导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反对围堵中国搞“新
冷战”。

在欧洲内部，默克尔执政16年，德国实力上升，法国实力下降，
英国最终“脱欧”，默克尔事实上成为欧洲事务的头号操盘手。

亲自到菜市场采购郫县豆瓣、海椒面、
八角香料，跟川菜大厨学做“宫保鸡丁”……
2014年7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成都之行
颇为“另类”。随着全球媒体的文字和镜头，
默克尔为成都美食做了个大广告，让国际社
会刮起一股强劲的“成都美食风”。在“成都
映象”，大师傅张为向默克尔演示了如何做

“宫保鸡丁”，而在这里，默克尔见到了最为
正宗的做法。默克尔熟练地拿起筷子，几乎
吃完了一整盘，一边招呼随行人员一同品
尝，一边在口中不断称赞“very good”。

2014年伴随着默克尔进入成都的菜
市场，庞大的德国经贸代表团也进入了成
都的市场。仅仅从代表团名单，就能看出
德国人对于成都的重视，德国邮政董事
长、德意志银行联席董事长、西门子董事
长、汉莎航空董事长、大众汽车董事长
……德国最知名公司的“掌门人”齐聚这
座中国西南部的城市，对这里的发展机遇
跃跃欲试。设在成都的“一汽—大众西南基
地”，就是成都与德国企业间合作的典范。
2014年7月6日，默克尔在这里专门坐进一辆

“新捷达”，感受了“成都制造”的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将发展中德关系比作

驾驶一辆汽车，需要双方充实燃料，握好
方向盘，才能既跑得快，又开得稳。被德国
人视作未来潜力之城的成都，无疑将为两
国关系提供不可或缺的新燃料。

“领航员下船了”——德新社引用了上世纪俾斯麦卸任时经典话语，来描述默克尔的离去。默克尔的政治功
绩与遗产丰厚，她的16年是德国发展的“黄金期”。不过，也有人指责默克尔不愿从大的格局进行思考，停留于修
修补补的事务主义。事实上，战后德国民众不再热捧表面上有魅力的领导人，默克尔的实用主义让她走得更远。
德国ZDF电视台的长期民意调查显示，默克尔的支持率一直都在50%以上，最低也仅跌至52%，最高时为86%
（2014年），远高于西方国家许多领导人的支持率。当然，默克尔治下的德国也存在贫富分化加大、基础设施更新
乏力、民粹政党崛起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能把责任全推到默克尔身上。

16年潮起潮落。默克尔担任总理16年，与她的政治导师科尔执政年数相同，仅次于“铁血宰相”俾斯麦。在
德国年轻一代眼里，从记事起默克尔就执掌这个国家。默克尔总理历经了4位美国总统、4位法国总统和5位英
国首相，是西方大国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16年曲终人散。默克尔告别政坛，意味着德国一个时代的落幕。无论后人如何评述，默克尔已经成为世界
政治舞台的一个传奇。

第20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将于9月
26日开始。6040万拥有选举权的德国公
民将通过手中的选票决定未来四年德国
的走向。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
家埃伯哈德·桑德施耐德在接受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记者专访时指出，本届大选对于
德国民众来说具有多重特殊的意义：这是
两德统一以来第一次现任总理不参加竞
选连任的大选；这是议院两大党——联盟

党和社民党在民意调查中支持率最接近
的一次大选；这是参选党派最多的一次大
选；同时也可能是产生联邦议院席位最多
的一次大选……

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近日撰文指
出，默克尔的继任者面临与默克尔时代
完全不同的任务。文章称，默克尔在任
的16年代表了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德国，
但现在的欧洲面临诸多严峻挑战：疫
情、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竞争等，这些都

需要一个全球化的“彻底解决方案”，而
不仅仅是表面的改变——与过去16年
不同，现在需要的恰恰是一个“富有远
见的德国”。

德国大选目前已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阶段。民调机构INSA舆情研究所和舆观
调查公司发布的最新结果显示，默克尔
所在的联盟党获得22%的支持率，虽然
比一周前增加了1.5%，但依旧落后于社
民党25%的支持率，且远低于2017年上

一次大选时32.9%的支持率；被称作是
“默克尔政治遗产继承人”的联盟党总理
候选人拉舍特27%的个人支持率也远远
比不上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42%的
支持率——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德
国民众16年来对默克尔个人的支持率长
期保持在60%-70%。、

这样的对比似乎也印证了专家们的
观点：“后默克尔时代”——人心思变。

本版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

“着迷中国”
被中国网民亲切称为

“默大妈”

在担任德国总理的 16 年间，默克尔
总共12次访问中国。用前中国驻德国大
使史明德的话来说，“在西方国家和中国
的交往中，中德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是最密
切的、交流也是最多的。”即使在疫情期
间，习近平主席与默克尔也进行了6次双
边通话、10次线上沟通。

除了政治交往，中德两国在经贸方面
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德国是中国在欧洲
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从
2016年到2020年连续五年成为德国最重
要的贸易伙伴国。

此外，对于历时 7 年、在去年年底达
成的中欧贸易投资协定，中德两国主流媒
体共同报道指出，“默克尔正是支持该协
议的最积极的那个人。”她曾多次强调：

“中欧投资协定将给我们在市场准入方面
更多的互惠待遇”，并且始终相信中国的
繁荣发展符合德国和欧盟的利益，“无论
是气候变化、有关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还
是其他国际问题，缺少中国或与中国对
抗，我们都将无法解决。”

因而，本次德国大选，德中、欧中关系
未来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
被问及德国未来的对华政策是否会调整路
线，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
埃伯哈德·桑德施耐德在专访时表示，“竞
争与合作并不冲突。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德
国公司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在当地取得了
非常抢眼的销售成绩。”

默克尔低调、亲民的形象赢得许多中
国民众好感。默克尔访问四川时，曾到农贸
市场掏钱买郫县豆瓣、八角，到川菜馆学习
宫保鸡丁的制作；到安徽访问，默克尔与合
肥市郊大圩镇村民拉家常，进蔬菜大棚
……网民们都亲切地叫她“默大妈”。

她
是说一不二的是说一不二的““铁娘子铁娘子”，”，也是低调亲和的也是低调亲和的““默大妈默大妈”；”；

是睿智理性的政治家是睿智理性的政治家，，也是任性率真的也是任性率真的““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

是坚韧不拔的是坚韧不拔的““危机应对大师危机应对大师”，”，也是苦口婆心的也是苦口婆心的““秩序维护者秩序维护者””

是连续十年蝉联是连续十年蝉联《《福布斯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女性榜首全球最具影响力女性榜首，，多次被多次被
《《时代时代》》周刊等世界知名媒体评为年度人物周刊等世界知名媒体评为年度人物。。…………

9月26日第20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开始

“后默克尔时代”——人心思变

7年前默克尔曾访川

逛市场亲购豆瓣海椒
爱美食更爱“成都机遇”

默克尔在成都映象学习宫保鸡丁做法
新华社发

观察

““铁娘子铁娘子””
如何铸成的？

随着26日德国大选的举行，在位16年的默克尔
将告别政坛，她留给世人的这些印象、印记将会成为
历史。默克尔的离去，意味着德国和欧洲政坛一个传
奇的谢幕，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德国《明镜》周刊
前不久用“近乎伟大的总理”来盖棺定论，评价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