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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与欧盟展开对话 接连会晤美欧代表

塔利班称愿与国际社会“积极”交往

06 国际
2021年10月13日 星期三

【中海锦江城万锦熙岸二期】住宅交付公告
尊敬的【中海锦江城万锦熙岸二期】业主朋友：

承蒙您对本公司“中海锦江城万锦熙岸二期” 项目的关心和支持，您购买的【中海
锦江城万锦熙岸二期】 住宅已符合交付条件， 上述住宅将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至 10
月 31日集中交付。 为了让您更便捷地办理接房手续，具体办理事宜和所需手续，请您查
阅《交付通知书》或提前致电 95112咨询，特此公告。

我们真诚地恭候您，愿与您共创美好生活！
成都信新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3日

房屋租售
成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司

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锦

江区锦江大道368号3栋1楼59、
65、66、67、2楼42号（部分）商铺
1903.81平方米的商业物业进行
公开招商， 本次招商业态为全
业态， 详询成都市兴东置业有
限公司资产管理部， 电 话：
028-87776969。
●都江堰天府丽都一栋五层楼
销售、出租，面积5200平米。 联
系人颜先生15292851335地址
都江堰天府大道金江路310号

声明·公告
●四川天府雄新商贸有限公
司，张煌法人章编码513902501
3626遗失作废。
●龚意伦遗失成都通信要害生
产区出入证, 证件号No60132，
声明作废。
●四川英赛孚斯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40308528遗失
作废。

致歉声明
四川丁点儿食品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我们在生产、 销售的干
锅酱、 椒麻鸡汁商品上使用的
包装与贵公司的干锅酱、 椒麻
鸡汁调味料商品包装近似，我
们的行为已侵犯贵公司合法权
益， 对此深表歉意， 我们现已
停止使用侵害上述产品的包装
及图案。特此致歉！

成都市妙厨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鑫亿和食品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7日
●成都诺瑞广告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06054746， 财务专
用章编号 5101006054747，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500
0267983均遗失作废。
●四川焕景构想景观设计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083731
00）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时光穿梭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曾雨阳法人章编号510107
5489605，财务专用章编号510
1075489603，均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鑫浩宇物流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注册号：5101130000280
25）经股东会决定注销公司，请
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成都鑫浩宇物流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2021年10月13日
●成都君华林全屋定制家具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24
5128001遗失作废。
●四川东方昊远劳务有限责任
公司， 公章编号：5101089938
665遗失作废。
●四川勤恒思维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510104348801，开户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盐市口支行青羊大道分理处，
法人:张宁，账号:44022022091
00017691，声明作废。
●四川磊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胡金山法人章, 编号510100004
5366字面模糊不清楚,特此声明

●成都市投资公司房地产开发
公司于2007年8月工商核准更
名为四川兴投化工实业开发公
司， 公司因管理不善不慎遗失
成都市投资公司房地产开发公
司公章、 财务章以及廖明其的
私人印鉴章，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和盛高格汇贸易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7397272783N)遗失公章（编号
5101079996566）、 财务 专 用
章（编号5101009277747）、法人
章 （姓名 ： 汪辉英 ， 编号
5101079981597）、 发 票 专 用
章 （编号5101079981598）、 合
同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7519
5581），均声明作废。
●成都深孔刀具有限责任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0009314
4的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成都馨之温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07MA6AN7DR5M）营业执照正
副本、公章（编码51010755850
57）遗失作废。

●四川钦丞机械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公章（编号510114
0063425） 遗失，
声明作废。
●金牛区锦西民
园 业 主 大 会 史
清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065063870
遗失作废。
●成都藤原文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公章编号510112
0098466 遗 失
作废。
●成都无纬无度科技有限公司
龚翔法人章（编号：5101095549
289）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辰菲禾木材有限责任公
司公章编号 5101095874039，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58740
40，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9587
4041， 刘沛旭法人章编号5101
095874042均遗失作废。

●四川省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遗失原法人章 （周云）
编号：5101100286177声明作废
●柳叶保洁服务部公章编号
5101006050557遗失作废。
●郫都区满满母婴用品店遗失
公 章 ：5101246630951， 法 人
章 ： 袁沛5101246630953，财
务章 ：5101246630952， 均声
明作废。

●蒲江县大塘尹平兽药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08853470遗失作废。
●四川祥元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原法人黄源宁法人章编号
5101055217513遗失作废。
●武侯区骑琪漆锋摩托车经营
部公章编号 5101075618206，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61820
7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平吉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法人章 （张平吉， 编号5101
095498207）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宝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
5101085208987，声明作废。
●成都优影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原法人张琳浩法人章编号
5101245162886遗失作废。

●伍英 （身份证号5110111991
11123929） 在四川现代职业学
院证券投资与管理专业毕业的
毕业证 （证书编号1417612013
06001619）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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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代表结束面对面会谈后，
阿富汗塔利班定于12日与欧洲联盟
代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谈。

塔利班表达与国际社会“积极”
相处的意愿，呼吁“合作而非施压”。

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
阿米尔·汗·穆塔基11日在多哈说：

“我们明天与欧盟代表会谈。我们正
与其他国家的代表积极会晤。”

阿富汗塔利班在多哈设有政治
办事处。塔利班代表 9 日和 10 日在

多哈与美国代表会谈，这是美军8月
底撤出阿富汗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
会谈。

穆塔基在多哈的一场活动中说，
塔利班方面还会见了德国政府官员
和英国议会议员。

欧盟发言人娜比拉·马斯拉利证
实欧盟与塔利班代表12日将会谈，且
美方代表也参加。“美国和欧洲方面”
将谈及多个议题，包括允许希望离开
阿富汗的人自由离开、人道援助、女

性权利和防止恐怖分子把阿富汗作
为发动袭击基地。上述议题也是塔利
班与美方会谈的内容。

与美方一样，欧盟方面表示，这
次会谈不代表承认塔利班政权，只是

“技术层面的非正式交流”。
穆塔基则表达了塔利班愿与国

际社会接触的立场：“我们希望与世
界建立积极关系。我们相信平衡的国
际关系，这样的关系能使阿富汗摆脱
动荡。”

“国际社会应当与我们合作而不
是施压。”穆塔基说，塔利班正在遏制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的
活动，施压只会有利于后者。他再次
敦促美国解除对阿富汗中央银行超
过90亿美元资产的冻结。

美方在先前会谈中表示愿意“直
接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但没有就解冻资产松口。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
斯11日呼吁国际社会迅速提供援助，

以免阿富汗“经济崩溃”。“这场危机
正影响至少1800万人，占这个国家人
口半数。”

古特雷斯敦促国际社会立即向
阿富汗经济注入流动性，这种支持不
应与是否承认塔利班政权挂钩。

他说，联合国机构和人道主义团
体正争分夺秒，赶在冬季到来前向阿
富汗民众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援
助行动获得塔利班方面配合，后者在
必要时提供安全保护。 据新华社

在这部剧的早期场景中，一位神秘
人将名片递给了该剧负债累累的主角，
名片上有一个八位数的电话号码，打此
电话的人会不知不觉被邀请参加生死
攸关的比赛，获胜者将获得巨额奖金。

“你是谁？”剧中的主角成奇勋说道。
这句话吸引了全世界的“鱿鱼游戏”粉
丝。要知道，在90多个国家，这部剧出人
意料地成为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现实
中，剧迷们成群结队地拨打这个号码，从
韩国到南美，寻求与这部剧的联系。

这可苦了在韩国拥有这个电话号码
甚至是与之相近的号码的人，全球粉丝的
疯狂“打CALL”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
扰，增添了意外的恐怖，甚至是极度愤怒。

一名40多岁的韩国男子，由于自己
的电话号码与剧中虚构的号码一模一
样，成为了《鱿鱼游戏》全球拨打狂潮的
受害者。在该剧首播几天后的媒体采访

中，这名男子表示，自己每天要接到
4000多个陌生电话，平均每20秒左右就
有一个。现在，他晚上需要吃药才能入
睡。这名男子是一名小企业主，他不敢轻
易更改号码，因为这关系到他的业务。他
的妻子也遭到了“轰炸”，她的电话号码
只有最后一位与丈夫不同。该男子表示，
骚扰电话打过来通常会说，他们想参加

“鱿鱼游戏”，但这名根本没看过《鱿鱼游
戏》的男子不知道对方在说些什么，只是

“压力很大，无能为力”。
韩国首尔26岁的上班族金汉娜也

受到了骚扰。她认为《鱿鱼游戏》带给她
的噩梦，已经超越了这部剧的刺激。在此
之前，她非常喜欢这部电视剧，并将其推
荐给朋友，她完全没有注意到节目中的
号码与自己的号码只相差两位数。

根据韩国电影协会的说法，韩国限
制电影使用真实的电话号码，但不限制

电视节目。该协会是一个政府附属机构，
负责发布预先批准的虚拟号码，协会表
示，地方电视制作通常会模糊号码或制
作出虚拟的号码在播出时使用。

对于这样的遭遇，金汉娜曾询问
制片方 Netflix 公司和韩国制作公司
Siren Pictures，他们将如何处理这些恶
作剧电话，但对方表示不会向她提供
经济补偿。金女士说：“这让我很生气，
虽然我看《鱿鱼游戏》看得很开心。”

除了电话骚扰，也有一些韩国政客
开始蹭《鱿鱼游戏》的热点，已经宣布参
加明年韩国总统选举的许京宁近日表
示，他愿意以84000美元的价格从那位
小企业主手中购买那个电话号码，不过，
他并没得到回应。同时，许京宁还在网上
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现在，我每秒
钟都会接到一个电话。”他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容 罗天

韩国前IT白领的

9月17日起在流媒体平台Netflix
上线的韩剧《鱿鱼游戏》，引爆了全球范围
内的观剧热潮。这部黑色剧集被认为指出
了韩国式资本主义的失败，也是韩国社会
问题的写照。

据外媒报道，在贷款就像买杯咖啡一
样容易的韩国，近年来家庭债务飙升。韩
国银行（央行）相关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
度，该国家庭负债初步统计资料显示，截
至6月底，家庭负债总额达1805.9万亿
韩元（约合人民币 10.03 万亿元），创
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

韩国央行方面分析，由于住房贷款、
生活费贷款需求增加，加上部分大企业4
月公开发行股票，这些因素综合带动家庭
信贷增长。越来越多韩国普通人如剧中人
物一样陷入真实的债务困境。

《《 鱿 鱼 游 戏鱿 鱼 游 戏 》》 现 实现 实““ 参 赛 者参 赛 者 ”” 为 还 贷 再 借 贷为 还 贷 再 借 贷

近年来，韩国普通人的债务负担加
重，而与此同时，该国贫富差距继续拉
大。年轻人的失业率上升、大城市房价
上涨到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无法负担的
程度，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正如

《鱿鱼游戏》所展示的，突如其来的裁
员、投资失败，或纯粹因为接连的厄运
都会把人们逼向高风险的贷款机构，而

这只是为了暂时不被债务淹死。
智库真好经济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Lee In-cheol称，《鱿鱼游戏》的火爆程
度说明巨额债务带来的痛苦是一种人
们能感同身受的普遍经历。

但Lee In-cheol强调，《鱿鱼游戏》
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韩国绝非巧合：“韩
国家庭债务规模正在创纪录增加，这意
味着即便你把全年收入的每一分钱都
存起来，你还是无法还清债务。而有债
务问题的人数正以指数级上升。”

相关分析认为，受资产市场过热影
响，不少韩国个人和家庭东拼西凑拿出

钱来投资，甚至为了投资获利不惜举债。
而另一方面，韩国央行的数据显

示，以今年3月为准，银行贷款中的浮
动利率贷款比例高达70.5%，而这意味
着，利率一旦上调，家庭债务将受到直
接影响。

对此，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和金融
监管机构还作出了回应，表示已经决定
采取行动，防止更多韩国人陷入债务困
境，并解释称，“这就是为什么大型银行
已经采取行动、遏制借贷。”但同时也提
出了疑问：“在疫情期间这么做真的是
在帮助人们吗？”

贷款
人生

缅甸总统温敏
首次透露被军方扣押细节

当地时间10月12日，缅甸总统
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所涉案件
在内比都泽布迪瑞法院再次开庭，
温敏出席了听证会并为自己进行了
辩护，他否认了针对自己的指控，并
首次透露了2月1日当天被军方扣押
的细节。

根据昂山素季律师团队为媒体
提供的信息，当天内比都泽布迪瑞
法院举行了针对温敏、昂山素季、内
比都市政委员会前主席苗昂三人涉
嫌违反缅甸《刑法》第505条b款“煽
动罪”案件的听证会，温敏以第一被
告的身份在听证会上为自己辩护作
证。温敏在法庭上陈述了他于2月1
日被军方扣押的重要细节，他说，2
月1日清晨，两名高级军官走进他的
房间，劝说他以健康为由主动辞去
总统的职务，温敏拒绝了他们的要
求，并强调自己的健康情况良好。温
敏提到，两名军官当场威胁他，如果
他不辞职，“后果不堪设想”，温敏则
回应说，“宁死不会辞职”。

温敏陈述说，对他涉嫌违反“煽
动罪”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他自2月1
日以来一直被单独监禁，对外界发生
的事情并不知情，也无法“煽动他人”。

当天法院还对昂山素季涉嫌违
反缅甸《灾害管理法》第25条的案件进
行了审理，院方表示有关这两个案件
的下一次听证会将于10月26日举行。

据央视新闻
号码“撞车”
男子每天接4000多个骚扰电话

真实人生
辞职创业却遭疫情迎头痛击
前IT员工堕入债务深渊

故事背景
韩国家庭债务规模
正在创纪录增加

在《鱿鱼游戏》中，456位穷途末路
的参赛者，以生命为筹码，玩一些童年中
的小游戏，最后的生存者获得456亿韩
元奖金。而在现实生活中，将韩国35岁
的兼职送餐员Choi Young-soo放进剧
集的参赛者中也不会突兀，只是，他的绝
望处境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

Choi Young-soo是数目正在迅速
增长的、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大批普
通韩国人中的一个。他也跟剧中的很多人
一样，以惊人的速度陷入了债务困境。

两年前，Choi Young-soo还是一
家公司的IT工程师，进出于有着“韩国
硅谷”之称的板桥。然而，常年的加班、熬
夜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和妻子几番思虑，
又经过了一年的计划和储蓄，最终决定
在家乡仁川开一家酒吧。这成了一个令
他们后悔的决定。

不幸的是，他们的生意很快遭到新
冠疫情的迎头痛击。为了疫情防控，酒吧
和餐馆晚上9点就必须关门。“有时我们
一个客人都没有，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大
声放着音乐让自己振奋起来，尽管我们
知道这意味着将付出更高的电费。但我
们没法关它。”

顾客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没有了。在
拖欠房租四个月后，他们去银行寻求贷

款。他们发现，贷款很容易，但利息高达
4%。尽管如此，几个月内，他们从五家银
行贷了款，抵押了房子。

然而，为了偿还现有的贷款，他们不
得不借更多的钱，最终跟很多陷入困境
的企业主一样，借起了利息超过17%的
贷款。Choi Young-soo回忆道：“我已
经不关心利率有多高。我接到了太多催
款电话和短信。债务接管了我们的生活。
我妻子说，她甚至听到我在梦里都念着
利率。”

为了摆脱困境，夫妻俩把两个年幼
的孩子交给了父母照顾。妻子去了外地
一家餐馆工作，而Choi Young-soo则
独自在首尔成了一名兼职送餐员。

午夜过后，Choi Young-soo出现在
首尔富裕的江南区一条破旧的小巷里。只
有在一天的这个时段，他才敢离开廉价旅
馆里那个“只比棺材大一点”的房间。“我觉
得其他人能看出我是个失败者，所以我只
在晚上出来抽烟、看看流浪猫。”

Choi Young-soo也听了很多关于
《鱿鱼游戏》的消息，但无法参与这股全
球观影热潮。“你必须付费才能观看，而
我不知道谁会让我用他们的Netflix账
户。”他说，“再说了，我为什么想看一群
负债累累的人？我照照镜子就行了。”

科威特首次允许女性参军

科威特副首相兼国防大臣哈马
德·贾比尔·阿里·萨巴赫12日公布
决议，宣布科威特女性可以参军，目
前仅限于军队医疗和后勤服务领
域。这是科威特首次允许女性参军。

哈马德·贾比尔在决议中说，科
威特女性在国家的各个历史阶段发
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女性在国防部的
工程、维修、医护等领域担任要职，展
示了出色的能力，“这鼓励我们做出
这一决定”。他表示，现阶段科威特女
性参军主要是在医疗服务和军事支
持两个方面，“相信科威特女性有能
力承担起军队工作的重任，保护国家
利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2005年，科威特议会决定赋予
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08年6
月，科威特开始允许女性进入警察
部队工作。 据新华社

金正恩说美国不敌视朝鲜
的信号令人难以信服

据朝中社12日报道，朝鲜劳动党
总书记金正恩11日在为庆祝朝鲜劳
动党成立76周年而举行的国防发展
展览会上发表讲话说，美国近日频繁
表示对朝鲜没有敌视态度，但目前没
有任何行为证据让人相信他们的话。

金正恩说，无论是在和平环境
还是对抗形势下，建设强大军事力
量都是主权国家的基本自卫权利、
义务和核心国策，不断加强建设、不
畏惧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党最重
大的政策、目标和坚定意志。“不断
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是革命时代的要
求，也是我们的责任。”

他还说，韩国以增强对朝威慑
力为由不断加强国防力量，却把朝
鲜研发武器视为“挑衅”，这种伪善
的双重标准十分危险，朝鲜对此深
感遗憾且决不容忍。今后一旦再有
破坏朝鲜自卫权的行为，朝方必将
采取有力措施应对。他进一步说，引
发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是美国的错
误判断和行动。朝鲜增强国防力量
也并非针对韩国，同一民族在半岛
发生冲突的悲惨历史不应重演。

金正恩还说，当天的展览是展
示朝鲜取得国防科学、军需工业辉
煌成就的一次国力示威，其意义不
亚于一场大规模的阅兵式。

金正恩在开幕式上还向为发展
国家国防力量做出特殊贡献的优秀
成员颁发了荣誉勋章。

据朝中社报道，展览会上展出
了朝鲜近5年来研发生产的各种武
器装备。 据新华社

韩剧《鱿鱼游戏》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