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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四川恒基兆业机械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623�
5047068）遗失作废。
●四川鼎图腾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0MA62LKUD69）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沃德华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23�
5087993， 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235087994， 原法人刘诚
勇法人章编号：510115000715��
6，均遗失作废。
●成都永航江杰物流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55210330，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5MA6AR23GX4均
遗失作废 。
●成都原漾花艺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
10108MA6C8XPW3H）正副本、
公章（编号：5101085172344）均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经泰利贸易部， 注册号
28984103-7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作废。
●川A476ZE网约出租汽车运输
证（成字0171722号）遗失作废

●成都大成百盛建筑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
01055179098）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国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980001��
2， 陈光辉法人章编号5101075�
371179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
9419227， 公章编号510100941��
9226均遗失作废。
●双流壹品果源水果超市公章
(号5101229908665)遗失作废。
●四川一二三实业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06079598��
遗失作废。
●海南娇子时代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南昌莱蒙置业有限公司开
具收款收据一份， 金额为1000��
00元， 票号0000056， 开票日
期2018年6月11日， 铺位号B12��
-D1-101,B12-D1-122,B12-D1-
139-140，声明作废。
●四川城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刘江法人章编号510114002088��
5，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14002��
0883，公章编号510114002088��
2，均遗失作废。
●四川省直属机关红星幼儿园
遗失已填开的四川省行政事业
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存根联
5本，票据起止号0181282015-0
181283253，特此声明。

公 告
中铁·奥维尔三期（150、151、
161、162）项目业主：

我公司在郫都区郫筒街道
修建的“中铁·奥维尔三期
（150、151、161、162及 B区地下
室、垃圾房）”项目已建设竣工，
现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
公示内容张贴于小区主出入口
处，公示时间为2021年9月28日
至2021年10月4日。

特此公告
成都同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8日
●郭洁遗失四川雅居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四川省天
府新区麓山大道二段19号附5
号1栋1单元13楼1301购房收据4
份（编号：0083951，金额10000��
0元，开具日期：2017年7月5日、
编 号 ：0084352， 金 额 ：913��
073元， 开具日期：2017年7月
22日、 编号：0088116， 金额：
1490147元，开具日期：2017年7
月19日、编号：0088117， 金额：
70235元，开具日期：2017年7月
19日）声明作废。
●成都时代无线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45�
055119原法人李媚法人章编号
5101045055120均遗失作废。

●新都区刚哥
建材经营部，
发票专用章编
号510114003
1492遗失作废
●成都西门韵
达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093408
82，损毁作废。
●成都嘉品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于2020年10月遗失合同章，编
号：5101100234604，声明作废
●成都吉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财务章（编号：510100002575��
5）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财务章（编号：510100001659��
0）、 王成周法人章（编号：5�
101000017651、510100001765� �
2）均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小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胡明胜原法人章一枚（编号：
5101849005749）遗失作废。
●成都酌友爵士娱乐有限公司
范益华法人章编号510104025�
6213遗失作废。
●成都臣基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60266167��
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00811�
7124均遗失作废。

●大邑县晋原镇弟
兄轮胎经营部发票
专用章 （编号 ：
5101295008843）
遗失作废。
●四川翰宁科技有
限公司熊金键法人
章编号 5101095118778��
遗失作废。
●四川天听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7
5684796遗失作废。
●四川中科建宇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954
79812遗失作废。
●高新区繁迅通讯经营部公章
编号5101009040250， 财务专
用章编号5101009040251，罗
福蓉法人章编号51010090402��
52，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090��
67230均遗失作废。
●高新区源泰建材经营部发票
专用章编号5101095383762遗
失作废。

●成都市成华区雪开双日用品
经营部公章编号51010853364
57，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8533��
6458， 周巧玲法人章编号5101�
085336461遗失作废。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西南分公司法人章（庄
裕铲， 编号5101225059682）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龙泉驿区荣瞿泡菜厂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12502�
5229遗失作废。

●成都金兰天下商贸有限公司
叶浩海法人章编号5101060265�
698，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6�
0265697，均遗失作废。
● 张 学 全（511023********30�
70） 遗失坐落于金山御景蓝湾
11栋2单元1205号房产的维修
基金收据， 票据号0009264，
金额1796.58元，声明作废。
●成都海天丰德建材有限公司
法人章郝亮（编号5101009149�
071）遗失作废。

●四川弗赛特实业有限公司公
章 编 号 ：5101095127734、 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09516994��
6遗失作废。
●成都红名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名章（杨勇）
编号：5101120061852遗失作废
●成都快修狮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04MA66BJ8Y40），
公章（编号5101040340874）
均遗失作废。

●成都创格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公 章（编 号 5101245101871）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24MA61U8H02K）
均遗失作废。
●成都和志祥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752746
65遗失作废。
●成都市助残社会组织自律联
盟发票章（编号：510108513�
9788）遗失，声明作废。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9月24日报道在默
克尔即将卸任之际，一家德国玩具公司推出了一
款纪念版“默克尔泰迪熊”，非常柔软和可爱。

报道介绍，这款15英寸（约合38厘米）高的
泰迪熊，头戴金色假发，穿着默克尔常穿的无领
红色外套，佩戴着德国国旗颜色的珠子项链，微
微露出笑容。公司老板马丁·赫尔曼说，它是用马
海毛等传统风格材料制成的。泰迪熊做的手势也
是默克尔的经典动作，是一个象征权力的“默克
尔菱形”。赫尔曼说，这款纪念版泰迪熊在德国引
发了“非常非常大的关注”，德国人和世界各地的
人很快抢购了它。他认为，人们蜂拥抢购这款定
价约221美元的泰迪熊，反映了默克尔的声望以
及许多德国人的愿望，即她应决定再次参选，而
不是选择退休。 据参考消息

近300名阿富汗平民因英军
袭击死亡，最小只有3岁

赔偿低得可怜
不到千元……

据英国《卫报》23日报道，英国
“反对武装暴力在行动”组织公布的
数据显示，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近
300名平民因英军的袭击死亡。然
而，英国对这些遇难者的赔偿低得
可怜，最低仅赔100多英镑，合人民
币不到1000元。

英国“反对武装暴力在行动”组
织近日对英国国防部的官方赔偿日
志进行了检查，并据此编制了数据。
根据数据，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英国
军队与86名儿童和200多名成年平
民的死亡有关，死者中年龄最小的
只有3岁。

然而，英军为死者提供的赔偿
金平均仅有 2380 英镑，约 2.1 万元
人民币。更令人吃惊的是，部分死
者的赔偿金甚至只有几百英镑。
2008 年 2 月，赫尔曼德省的一个家
庭在确认有人死亡和遭受财产损
失后，总计只收到了 104.17 英镑，
约合 922 元的赔偿；另一个家庭因
其10岁儿子死亡，收到了586.42英
镑，约合 5200 元的赔偿。据报道，
英国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称，赔偿
金额是根据国际法的某些原则以
及当地习俗等确定的。

据央视财经

联盟党这个连续16年统治德国
的老牌政党为何会失败？德国新闻
电视频道网站27日给出以下解释：
1.候选人选择不当

联盟党候选人阿明·拉舍特人
气低迷，在正式投票前的最后一场
民调中，个人支持率仅有13%，不
仅明显落后于社民党对手奥拉夫·
朔尔茨，还被绿党候选人安娜莱
娜·贝尔伯克领先3个百分点。
2.犯错太多

今年7月，德国发生洪灾。拉
舍特在灾区视察时被人拍下咧嘴
大笑的表情，给选民留下恶劣印
象，从此支持率一路下挫。正式选
举当天，拉舍特再闹乌龙，在镜头
前将错误折叠的选票投进了选票
箱，泄露了自己的选择，违背了选
举的保密要求，最后一刻又表现出
不稳重的一面。
3.候选人长时间不认真对待选举

拉舍特一直到夏天都没表现
出总理候选人应有的姿态。他很少

安排议程，接受采访的频率也比不
上其他候选人。他似乎觉得自己已
经胜券在握，好像唯一的问题就是
选谁来一起联合执政。
4.联盟党“估值过高”

基社盟主席泽德曾经指出：
“只有默克尔的政策能吸引默克
尔的选民。”默克尔成为这样的标
志性人物尚且需要时间，拉舍特
却没有时间来塑造这一形象。用
股市用语来说，联盟党“估值过
高”，泡沫破裂只是时间问题。
5.拉舍特没能广泛代表联盟党

拉舍特没有清晰体现联盟党
的自由和基督教社会特点。
6.拉舍特没把握时代中心议题

在此次联邦议院选举中，环保
成了核心议题之一，但拉舍特表现
迟钝。默克尔经常说自己的气候政
策“做得不够”，拉舍特在接受采访
时却说基民盟的竞选纲领“足以实
现将气温升高控制在1.5度以内的
目标”。 据参考消息

阿富汗塔利班说
喀布尔机场已修好
希望国际航班复航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 26 日
说，喀布尔机场已经完成修复，塔利
班希望航空运营商恢复运营来往阿
富汗的国际商业航班。

塔利班临时政府外交部发言人
阿卜杜勒·巴尔希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说，国际航班停飞导致不少阿富
汗人滞留国外、无法回国，也令阿富
汗境内需要出国工作或求学的人无
法成行。

巴尔希说，“喀布尔国际机场的
问题现已解决，机场完全可以供国
内和国际航班使用”，塔利班“确保
将全面合作，希望之前与喀布尔通
航的所有航空公司和国家恢复原先
的航班”。

塔利班8月15日控制阿富汗首
都喀布尔，美国及其盟国匆忙组织
在阿公民撤离。美国当月30日完成
从阿富汗撤军撤人的行动。撤离过
程中，喀布尔机场的跑道等基础设
施遭到损坏。塔利班指责美军离开
前毁坏喀布尔机场设施。卡塔尔、土
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月初派
技术人员到喀布尔，帮助修复机场
设施。

阿富汗阿里亚纳航空公司本月
初证实已重启喀布尔与国内少数地
区之间的航线。

近期，不断有搭载外国官员、技
术人员和救援物资的包机进出阿富
汗。其中，卡塔尔航空公司运营数架
包机，从喀布尔飞往卡塔尔首都多
哈，机上乘客主要为没来得及随美
国或其盟国军队撤离的欧美国家公
民和阿富汗人。

本月13日，从阿富汗邻国巴基
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起飞的一架客机
降落在喀布尔机场。这架巴基斯坦
国际航空公司的客机是塔利班控制
喀布尔以来，首架飞抵阿富汗的外
国商业航班，机上乘客仅约10人。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发言人
说，他们十分希望恢复两国首都之
间的定期航班，但是暂不能确定今
后以何种频率运行该航班。

目前，仅少数航空运营商恢
复了来往喀布尔的国际航班，且
航班数量有限，机票价格高昂。

据新华社

两大党相争

按照德国的选举规则，一个政党
所获议席在联邦议院总议席中的占
比，由该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的得票
率决定；得票率不低于5%是政党进入
联邦议院的条件之一。一个政党或政
党联盟要稳定执政，需要在联邦议院
拿到过半数议席。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26日举行，有
47个政党参选。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社民党获得25.7%
的选票，联盟党得票率为24.1%。之前
在联邦议院拥有议席的其余4个政党
——绿党、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德国
选择党、左翼党得票率分别为14.8%、
11.5%、10.3%、4.9%，其余政党得票率
更低。正式结果将于几天后公布，但与
初步结果不会有太大差距。

由于社民党此前已表示不愿再与
联盟党联合执政，而按照上述初步结
果，两大党中任何一党再拉一个小党
也无法达到过半数议席，因此未来很
可能由一个大党加两个小党联合执
政。两大党中谁能拉到两个小党达到
过半数议席，谁就能主导组阁。

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在选举

结束后发表讲话称，社民党收获“巨大
成功”，德国选民正寻求变化，希望他出
任下届总理。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
则表示，两大党得票率差距很小，他将
努力组建一个由联盟党主导的内阁。

多种组合可能

三党联合执政将比现阶段联盟党
与社民党的两党联合执政更为复杂，是
德国二战后从未出现过的政治局面。

由于其他政党都不愿与右翼民粹
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合作，左翼党则
可能因最终达不到得票率5%的门槛
而失去进入联邦议院的资格，因此从
目前情况看，社民党、绿党、自民党组
合以及联盟党、绿党、自民党组合是最
有希望的两种组阁组合方式。德国媒
体习惯根据不同政党的代表颜色命名
组合方式，社民党、联盟党、绿党、自民
党代表色分别为红色、黑色、绿色、黄
色，因此这两种组合分别被称为“红绿
灯”（红绿黄）组合和“牙买加”（牙买加
国旗颜色为黑绿黄）组合。

“红绿灯”组合组阁的难点在于，
三党在是否增加国内税收、是否维持
财政零赤字政策上有较大分歧。“牙买

加”组合组阁的难点在于，联盟党与自
民党过去在移民和能源政策上分歧较
大，4年前曾因此组阁失败。

其他理论上的组合还有社民党与
联盟党的“大联合”，以及由联盟党、社
民党、自民党组成的“德意志”组合（德
国国旗颜色为红黄黑）等。但这些情况
都需要两大党之间达成妥协，只有在
它们各自主导组阁的努力都失败的情
况下才可能发生。

德国民调机构迪麦颇公司专家米
夏埃尔·默特斯表示，目前公布的初步
计票结果意味着，各党需要围绕更多
议题开展谈判和做出妥协，组阁耗时
预计不会短。

虽然现任总理默克尔没有参与此
次大选，但她将继续担任总理直至新内
阁组成。执政16年，德国经济堪称进入

“黄金时代”。自2005年以来，德国失业
率从高于11%降至5%左右；近十年中，
多数年份国家财政盈余数百亿欧元。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伍慧
萍认为，默克尔离开政治舞台后，德国
和欧洲将失去一位富有政治威信和凝
聚力的强势领导人，短时间内联盟党、
德国和欧盟都可能出现“政治空洞”，
需要人们调整适应。 据新华社

据外媒报道，英国今年可能要过
一个“黑色圣诞节”，还没入冬就开始
缺燃油、缺火鸡，接下来还会缺圣诞
树、缺玩具，甚至连药物都缺。冷冻食
品集团冰岛食品公司和零售企业乐
购公司也警告称，随着圣诞节临近，
供应短缺。快餐连锁店麦当劳从上个
月奶昔和饮料供应中断，其竞争对手
肯德基被迫从菜单上撤下一些商品。
究其原因，这些短缺其实都是同一个
问题——脱欧后遗症，英国同欧盟的
一朝“分手”终究还是带来了“阵痛”。

黑色圣诞节黑色圣诞节？？
火鸡、圣诞树、礼物都会短缺

据英国传统农场新鲜火鸡协会
（TFTA）主席凯特·马丁介绍，因为脱欧
后的劳动力短缺，英国直至今年圣诞节
都将面临着火鸡的“全国性短缺”。

上个月，英国禽类协会称，该国
禽类养殖领域近 7000 个职位空缺，
并导致一些鸡肉制造商不得不减产，
由此还导致包括肯德基在内的连锁
餐馆货源短缺。制造商们称，恐怕没
办法及时补充人力以满足圣诞节的
供应，他们可能还是会选择减产。

脱欧后的贸易规则，使得英国多
种商品的供应链问题扩大，因高度季
节性商品进口成本增加、物流延误风
险提高，圣诞树及树下放置的礼物都
面临着商品短缺和价格上涨问题。

如果说节日的供应商品短缺只
是一时之难，那么燃油短缺就是影响
到每个英国人出行的大问题。

恐慌性购买恐慌性购买？？
英国数千加油站无油

英国汽油零售商协会说，数以千

计加油站26日卖光燃油。因卡车司机
严重不足冲击物流运输、引发供应链
危机，英国近期加油站缺油现象严重。

汽油零售商协会代表将近5500
家独立加油站。按这一组织的说法，
大约三分之二会员加油站报告燃油
售罄，其他加油站的燃油“部分见底，
即将卖光”。

美联社报道，在刚过去的周末，
英国一些加油站门口，汽车排成长
龙，一些驾车人为加油等待数小时。

在汽油零售商协会会长布赖恩·
麦德森看来，燃油短缺纯粹是“恐慌
性购买”的结果。他告诉英国广播公
司记者：“英国有足够燃油。但对于驾
车者而言，这些燃油现在在错的地
方。它们仍在码头和炼油厂。”

事态的发展已经导致许多英国
人生出即将面临第二次“不满的冬
天”的恐惧。据估计，在今年圣诞节前

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国内的燃油短缺
问题可能会比平时更加严重。

接连出招收效甚微接连出招收效甚微？？
长途货车司机缺口已达10万人

为了应对全方位爆发的服务和
供应链问题，英国政府接连出招，但
似乎都收效甚微。

据法新社伦敦9月25日报道，英
国政府将向5500名禽类工人和5000
名司机发放临时签证，以应对劳动力
短缺，这是英国脱欧后在移民方面一
个意想不到的转变。报道称，几个月
来，政府一直努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尽管许多经济部门发出警告，并且长
途货车司机的缺口估计已达10万人。
国防部审查人员将在未来几周内批准
数千份载重卡车执照。教育部及其合
作机构将提供数百万英镑，通过设立

训练营来加快速度，培训4000名卡车
司机。沙普斯还呼吁雇主“继续改善工
作条件和薪酬来留住新司机”。

备感压力的政府将发出一百万
封信，呼吁那些不开车的载重汽车执
照持有人返回工作岗位。

然而，英国商会主席鲁比·麦格
雷戈-史密斯表示，签证的数量“不
够，不足以解决如此大规模的问题”。
她说：“这一声明如同杯水车薪。”

发放临时签证的消息公布还没几
天，英国政府再出新招。随着该国油荒
的加剧，9月27日，英国首相约翰逊称，
将考虑启动“艾斯克林行动”，发动数
百名士兵来填补人力空缺，这些士兵
将轮班驾驶80辆油罐车向加油站送
油。但是，即便这个行动顺利批准启
动，调配士兵也需要数周时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容
据新华社

大选结束，德国组阁争夺战拉开帷幕
或出现三党联合执政

“红绿灯”PK“牙买加”？

缺油、缺火鸡、缺玩具……
“脱欧后遗症”下英国民众心塞塞

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7日凌
晨公布的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社
民党）以微弱优势领先，现任总理默
克尔所在的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
社盟组成）排名第二。

分析人士指出，4年前上次大选
后的组阁谈判持续了近半年时间，
而本次大选各党得票比上次更为分
散，组阁谈判可能耗时不短。未来大
概率将由三党联合执政，社民党和
联盟党将争夺组阁主导权。

联盟党遭历史性败绩
六大原因

221美元“默克尔泰迪熊”热销

德媒
分析

9月26日，在德国科隆一处投票站，一名选民参加联邦议院选举投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