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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亿欧元
欧盟宣布向阿富汗提供一揽子援助

06 国际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据美国媒体12日报道，美国
苹果公司可能因芯片供应压力将
最新系列iPhone 13智能手机产
量最多削减1000万部。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以多名熟
悉相关事务的消息人士为消息源
报道，苹果公司先前预计今年第
四季度生产9000万部iPhone 13
系列手机，但现阶段可能最多减
产1000万部，因为博通公司和得
克萨斯仪器公司等美国芯片供应
商眼下难以足量交付相关元件。

按照彭博社说法，博通长期
向苹果公司供应无线元件；得克
萨斯仪器公司则负责提供显示
屏 元 件 ，其 中 一 款 关 联 向
iPhone 13 系列手机显示屏供电
的芯片眼下供不应求。另外，苹
果公司还面临来自其他供应商
的元件短缺问题。

苹果公司向客户交付新机型
手机的能力已面临压力。iPhone
13 系列手机9 月开始销售，但苹

果网站接到订单后需要一个月左
右才能发货。按照彭博社说法，有
迹象表明，芯片短缺问题正在恶
化。萨斯奎汉纳金融集团数据显
示，半导体行业从订货到交货的
周期连续第9个月增加，9月一个
周期平均为21.7周。

截至本月12日，苹果公司拒
绝就减产传闻作出回应，博通公
司和得克萨斯仪器公司也没有对
媒体有关提问作出回应。

苹果公司7月预期今年营收
增长将放缓，认为已开始影响苹
果电脑和平板电脑销售的芯片短
缺问题也将冲击手机生产。得克
萨斯仪器公司同月预期今年营收
前景黯淡，并对今年剩余时间芯
片足量交付表示担忧。

按照路透社说法，芯片短缺
已给包括汽车、电子行业在内的
多个行业带来巨大压力，多家汽
车制造商不得不暂停生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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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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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婆岭村6组（原韩婆岭10社）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公告
现该组范围内一宗集体建设用
地对外招租，地块1面积307㎡，
地块2面积605㎡， 使用范围：
一三产互动的乡村振兴项目，
具体情况见线下方案。咨询电
话：13980535078（李先生），
咨询地址：四川天府新区万安
街道韩婆岭村村民委员会。

声明·公告
●乐至县盛达礼仪服务队 （注
册号512022000020684） 营业
执照正副本、公章均遗失作废。
●四川恒和律邦金融服务外包
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0
9179493）遗失作废。
●成都苏宁易购超市有限公司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
证，备案编号：川蓉食药监械经
营备20170701号遗失作废。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
双流第二管理站公章 （编号：
5101080042836）遗失作废。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
郫县管理站财务章 （编号 ：
5101240008312）遗失作废。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
龙泉管理站财务章 （编号 ：
5101120013983）遗失作废。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
财务章（编号：510100305010
2）、 何三怡法人章 （编号 ：
5101080022274）遗失作废。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
温江游家磨电站财务章（编号：
5101006050699）遗失作废。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
末级渠系改造工程办公室公章
（编号：5101080026514）、 财务
章（编号：5101080026515）遗失
作废。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
公章（编号：5101000001680）遗
失作废。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
东风渠总干四期工程扩改建办
公室伍光理法人章 （编号 ：
5101085103939）遗失作废。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
处东风渠老南干渠专户公章
（编号：5101080025165）、财务
章 （编号：5101080025166）遗
失作废。
●东风渠信息自动化工程项目
组财务章（编号：51010800222
69）遗失作废。
●东风渠老南干渠专户财务章
（编号：5101080022270） 遗失
作废。
●东风渠牧马山干渠专户财务
章（编号：5101080022271）遗失
作废。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
金牛管理站财务章 （编号 ：
5101000029014）遗失作废。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
保卫科其他类型印章 （编号：
5101000006331）遗失作废。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
温江游家磨电站朱世斌法人章
（编号：5101006050700） 遗失
作废。
●成都市伟同源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财务章（编码510182004
2649）， 肖伟法人章 （编码：
5101820042650）遗失作废。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保险销售从业人
员执业证：孙传英0200505100
0080002019000285蒋倩0001
0251000000002019002327 刘
佑红02005051000080002017
001387汪宣艳0200505100008
0002018000111邓小卉0001025
1000000002020001103张芸芸
000102510000000020200008
10董姝0001025100000000202
0001710钟莹02005051000080
002018002205徐川000102510
00000002019000851 张 发 良
0001025100000000201900161
9戴蓉0001025100000000202
0000885均遗失作废。
●四川蜀味老坛食品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95443031遗失
作废。
●四川勾股玄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0MA68J6XA7N遗失作废
●四川音乐学院开具给四川省
妇女联合会的课题研究费发票
（代码：051001900204，号码 ：
42681506，价税合计金额： 贰
万肆仟圆整）遗失作废。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保险销售从业人
员执业证：姜苹020050510000
80002019000742廖小玲00010
251000000002019000659 廖
仕芳00010251000000002019
001299邹玲000102510000000
02019000691梁秋红00010251
000000002020000414周家丞
000102510000000020200017
77杨艺潇00010251000000002
020000182方盼000102510000
00002019001274龙东辉00010
251000000002019002003 蒋
涛00010251000000002019001
223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兴逸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法人章，姓名：张先军，编号：
5101820065955，遗失作废
●瑞幸商贸（成都）有限公司，
原法人赵慧军法人章编号
5101040136303遗失作废。
●成都铂悦云端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原法人张致尧法人章编
号5101095107083遗失作废。
●西南石油大学王文元报到证
MMXXI1494756遗失作废。

●成都雅威嘉环卫服
务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101820058397遗失
作废。
●双流区乐季酒店，
吴英法人章 （编号：
5101229924746） 遗
失作废。
●成都橘子魔盒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9607173
2) 遗失作废。
●成都煜琪安餐饮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75725626， 财务
专用章编号 5101075725627，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7256
28，亢翠琪法人章编号5101075
725629均遗失作废。
●四川省金新鑫物业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
075385309遗失作废。
●四川威莱达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6B3
D19X6），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
075435085，均遗失作废。
●曾维伦身份证510106199307
115115遗失作废，登报说明。

●新都区谢记饮品店
曾睿莎法人章510125
0069986遗失作废。
●汪玲二代身份证（编号：3408
22199003082429）于2021年10
月10日不慎遗失，声明作废。即
日起非本人使用该身份证所产
生的一切责任与本人无关。
●本人王江于2021年10月6日
因个人不慎原因丢失广汽丰田
汽车CH-R车辆合格证一份，厂
牌型号： 丰田牌GTM7201XM，
合格证号：YE8071002869006，
发动机号：EE65181， 车架号：
LVGC618X7MG208020， 声明
作废。

●成都九牛电器有限公司姜毅
法人章（编号：510100924243
8）遗失，声明作废。
●严鹏遗失位于双流区怡心街
道和顺路2段9-1103的购房合
同，备案号：873768，声明作废。
●成都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城东
分公司因危化证到期不再经营
危险化学品。特此声明。
●成都深孔刀具有限责任公司
， 原法人张领军法人章编号51
01065033118遗失作废。
●成华区晓华五金店财务章（
编号：5101009456440）遗失，
声明作废。

声 明
黄志云 （身份证号码：330726
1965****1316） 经营的青羊区
福来客餐馆 （青羊区太升北路
23号附10号）， 因租赁合同违
约， 于2021年10月3日与成都
市太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解除
了房屋租赁合同， 现该物业已
由我公司收回。 福来客餐馆经
营期间的各类债权债务与我公
司无任何关系。特此声明！
成都市太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据欧盟发言人娜比拉·马斯
拉利介绍，此次会谈各方重点讨
论阿富汗局势、女性权益、欧盟向
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问
题。欧盟还希望塔利班允许有意
离开阿富汗的人自由离境、确保
极端分子不会利用阿富汗领土发
动恐怖袭击，塔利班方面则希望
推动欧盟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
向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以避免阿
富汗爆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此外，美国和欧盟方面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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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
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11日
表示，塔利班“希望与世界建立积
极关系，相信平衡的国际关系能
使阿富汗摆脱动荡”。穆塔基还
说，国际社会应当与塔利班“合作
而非施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1
日呼吁国际社会迅速提供援助，
以免阿富汗“经济崩溃”，并称这

种支持不应与是否承认塔利班政
权挂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12日宣布，欧盟将向阿富汗及
阿富汗多个邻国，提供价值约 10
亿欧元的一揽子援助，以避免出
现重大人道主义危机和社会经济
崩溃。

阿富汗经济过去20年来一直
靠外国援助支撑，由于海外资产
被冻结、国际发展援助中断，目前
阿富汗经济面临分崩离析的局
面。 据CCTV4

据外媒报道，土耳其一位女子创
造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
在世者中身高最高的女人。据悉，该女
子名为鲁梅萨·盖尔吉，身高215.16厘
米，之所以能长到如此高度，是因为她
患有一种名为韦弗综合征（ Weaver
syndrome ）的罕见病，该病会加速患
者的生长。今年24岁的鲁梅萨大多数
时候需坐在轮椅上，但借助行走架，她
也可以直立行走。

2014年，鲁梅萨曾赢得全球在世最
高青少年的世界纪录。自此之后，鲁梅萨
便一直利用她的平台为患有罕见病的人
们发声。“每一种劣势，都有可能转为一
种优势，接受自己的样子，认识到自己的
潜能，并做到最好。”鲁梅萨说道。

吉尼斯世界纪录表示，他们“荣幸
地”欢迎鲁梅萨第二次被载入世界纪
录。“她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出类拔萃
的自豪鼓舞着人们，”吉尼斯世界纪录
总编辑格伦迪说，“在世最高女子的殊

荣并不会经常易手，因此我很兴奋地
向世界分享这一消息。”据悉，鲁梅萨
的手也比一般人的大出很多。“我喜欢
自己与众不同，这很有趣而且让我觉
得自己很特别。我很容易就处于高处，
从上面看人也不是件坏事。”

据美国国家罕见病组织称，韦弗
综合征通常在出生前就已开始，偶尔
会伴随肌张力增加，眼睛极宽，额头宽
阔、足部畸形和耳朵异常大等情况。

造成这一疾病的原因尚不明确，但
部分研究人员认为该病可以遗传。鲁梅
萨的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都没有此症
状，而男性患病几率是女性的3倍。

据悉，世界上最高的男性也是土耳
其人，2018年，一名叫苏尔坦·科森的男
子因身高251厘米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世界上最高女性纪录是由中国女
子曾金莲保持的，1982年去世前其身
高为246.3厘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12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说，阿临时政府希望与各
国进行建设性互动与合作、对阿富汗的制裁能
尽快结束。

穆塔基当天在多哈与美国、欧盟等方代表
进行会晤。会晤结束后，阿临时政府外交部发言
人巴尔希发表声明说，穆塔基强调了加强合作
的重要性，因为削弱阿临时政府不符合任何一
方利益。穆塔基还敦促有关国家解除对阿制裁，
允许银行正常运营，让有关慈善团体、组织及政
府用储备金或国际金融援助支付员工工资。

声明表示，与会代表认为不稳定的阿富汗
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他们希望今后继续举行
类似会晤。

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1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天在多哈与塔利班方
面举行的会晤内容涉及反恐、人权、包容性治
理和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及盟友与塔利班在人
道主义援助问题上“至少具有一定程度的共
识”。 据新华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2
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警
告全球通货膨胀上行风险加剧，
通胀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报告认为，美国及一些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通胀
率迅速上升，主因是与疫情有关
的供需不匹配和大宗商品价格相
对一年前的低水平有所上涨。其
中，能源价格大幅增长，推动全球
通胀水平走高。

IMF 预计，大部分价格压力
有望在2022年消退，但全球通胀
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主要取
决于疫情的未来走势、供给中断

的持续时间以及通胀预期的变化
情况。总体而言，通胀风险偏向上
行。如果疫情导致的供需失衡比
预期更长，价格压力将更为持久，
通胀预期将不断上升。

IMF 认为，由于食品价格居
高不下、油价上涨的滞后效应以
及汇率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
升，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价格压力将持续。同时，美国面
临高通胀环境且存在通胀持续高
企的真实风险。加之美联储对本
国高通胀环境的容忍度存在不确
定性，通胀预期持续上升的可能
性仍然存在。 据新华社

韩国总统文在寅 12 日下令彻查
一起地产开发项目腐败案。这起不断
发酵的案件因牵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京畿道知事李在明，成为
韩国近期最热门话题之一。

青瓦台发言人朴炅美 12 日告诉
媒体记者，文在寅当天指示检方和警
方积极合作，迅速、彻底地查明首尔以
南的京畿道城南市 2015 年一个地产
开发项目腐败案件。

李在明当时任城南市长，他的助
手刘东圭（音译）被指帮助一家名不见
经传的资产管理公司“火天大有”通过
这一项目获得巨额利润。检方指控“火

天大有”公司向刘东圭行贿5 亿韩元
（约合 270 万元人民币）作为回报。刘
东圭已于本月早些时候被捕。

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指认李在
明是这一项目的背后“主谋”，呼吁展
开独立调查并敦促他退出总统选举。
李在明否认与这起案件有关联。

按韩联社说法，这是文在寅首次就
这起案件表态。此前一天，共同民主党确
认，李在明赢得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将
代表这一政党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

不公开姓名的青瓦台官员说，文
在寅12日上午下令彻查“城南地产腐
败案”，可能是认为“到了该发声的时

候”。文在寅先前一直没有就此事作出
回应，是考虑到他的表态可能影响党
内初选结果。

青瓦台官员告诉媒体记者，李在
明已请求与文在寅见面，双方正在讨
论会面相关事宜。

文在寅的表态并未让在野党阵营
满意。国民力量党方面称，文在寅要求
检方和警方调查这起案件，意味着他
拒绝进行独立调查。

随着案件不断发酵，李在明12日
紧急召开记者会，表示将按原计划接
受国会对京畿道政府的国政监察，不
会辞去知事职务。

他说：“许多人问我什么时候辞去
知事职务，我决定公开回应。我知道，
党领导层希望我尽早辞去知事一职，
专心备战总统选举。但经过深思熟虑，
我决定按原计划接受国政监察。”

按他的说法，虽然自己在这期间
可能遭到在野党阵营的政治攻击，但
这也是澄清事实的机会。

韩国定于明年3月9日举行总统
选举。韩国社会舆论研究所一项最
新民调结果显示，李在明在总统候
选人中处于“领跑”位置，排名紧随
其后的是国民力量党成员、前检察
总长尹锡悦。 据新华社

二十国集团阿富汗问题领导
人特别峰会12日以视频方式举行。

会议由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意
大利总理德拉吉主持，二十国集
团成员、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及
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

德拉吉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阿富汗正面临着日益严重
的人道主义危机，二十国集团有责
任帮助阿富汗尽快稳定局势、解决
问题。会议就如何阻止阿富汗新冠
疫情传播、如何避免阿富汗成为国
际恐怖主义避风港进行了讨论。

德拉吉说，会议还讨论了阿
富汗难民问题、人权及性别平等
问题，以及对塔利班政府的政治
承认等问题。与会者在应对阿富
汗人道主义危机这一问题上形成
了最大共识。

根据意大利方面发表的新闻
公报，会议认为阿富汗经济和金融
系统如果崩溃，将对阿富汗民众的
生活、阿富汗和周边国家的稳定产
生严重影响；联合国在解决阿富汗
危机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二十国
集团将动员国际社会全力支持联

合国相关行动，积极响应联合国的
人道主义援助呼吁。

此外，会议认为安全与发展
紧密相关，阿富汗不能成为国际
恐怖主义避风港；二十国集团将
继续向阿富汗妇女和女童提供支
持，人道主义援助应特别关注阿
富汗妇女和女童等弱势群体；二
十国集团呼吁在阿富汗开展新冠
疫苗快速接种行动，以全面接种
通过世卫组织主导的“新冠疫苗
实施计划”获得的疫苗，并准备向
阿富汗提供更多疫苗。 据新华社

IMF警告全球通胀上行风险加剧

因罕见疾病因罕见疾病,,她活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女人她活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女人

芯片短缺
苹果或削减iPhone 13产量

热门“接班人”卷入腐败案 文在寅下令彻查

二十国集团阿富汗问题领导人特别峰会举行
有责任帮助阿富汗尽快稳定局势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外长说
希望与各国进行建设性合作

据法新社报道，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以及欧盟代表12日在卡塔尔首
都多哈举行会谈。阿富汗新政府寻求通过外交努力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
承认，并希望得到经济援助以避免爆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已经 95 岁的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最近因为拄拐引来关
注。按理说，如此高龄的老人拄拐
并非什么新鲜事，然而对于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来说，这却是她首
次拄拐出席公开活动。

英国女王上次被人拍摄到使
用拐杖，还是在2004年接受膝盖
手术的时候。因此，此次在健康状
态下的拄拐亮相就显得尤为引人
注目。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英
国女王 12 日到访伦敦威斯敏斯
特教堂，参加皇家英国退伍军人
协会成立100周年纪念活动时拄
着拐杖。该协会组织了一场罂粟
花募捐活动，为退伍军人筹款。

一位王室消息人士对记者
说：“这是为了女王陛下的舒适。”

伊丽莎白二世将于 2022 年
庆祝其白金禧年即登基70周年。
一个工作了70年的老人，想必已
有很多力不从心的无奈时刻。

英国女王已开始把一些责任
交给儿子查尔斯王子和孙子威廉
王子，如主持将英国社会精英人
士册封为爵士的授爵仪式。

2017 年 11 月，英国女王未
像以往那样俯身向位于伦敦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纪念
碑敬献花圈，而是在阳台上观
看。当时，这甚至成了英国媒体
的头条新闻。

今年，她在出席议会开幕大
典时也未戴帝国皇冠。此前，她曾
表示帝国皇冠很重。

报道说，据已知消息，英国女
王的健康状况没有什么问题。但

她拄着拐杖提醒人们，她在过了
大多数人退休的年纪后已继续工
作了这么久。然而，查尔斯王子已
经足足当了近69年的王储，是英
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王储。

英国女王在君主的位置上工
作了这么多年，用她勤恳负责的
工作态度，坚毅冷静的危机处理，
带领英国人民渡过了一个个难
关，受到了英国人的尊敬和爱戴。
只可惜年龄并不是一个靠意志力
就可以克服的另一个难关，对于
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还在
坚持出席各种皇家公务，显然有
些力不从心。 据参考消息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华盛顿10月13日报
道，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12日在记者会上表
示，美国政府目前不准备解冻阿富汗央行的资产。

当被问到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否发
生变化时，普萨基说：“我国政策没有任何改变。”

此前据美媒报道，塔利班8月15日控制阿
富汗首都喀布尔后，美国政府当日决定冻结阿
富汗央行的境外资产，塔利班因此至今无法获
取这些资产。 据参考消息

在2021年秋季年会期间，世
界银行表示，随着各国在应对新
冠疫情上逐渐获得成效，全球经

济逐渐复苏，预计2021年全球经
济增长5.6%。

据央视新闻

白宫发言人：
目前不准备解冻阿富汗央行资产

2.15米行走需要支架

世行：预计2021年
全球经济增长5.6%

95岁英国女王拄拐亮相引关注

▲英国女王在活动中拄的拐杖
甚至比活动本身更引人关注

鲁梅萨·盖尔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