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屋租售
●成都市永陵路9号四川民族
饭店1830平方米物业出租，联
系电话：董女士：1366828313

招 商
启 事

我公司拟在成都市金牛区高科
技产业园区自建办公大楼，现
诚邀五家有意向的施工、 监理
单位报名参与竞争，额满为止。
地址：成都市沙湾东二路一号A
座517室。

四川中设集置业有限公司
声明·公告

●四川世纪华仁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文雄英法人章编号510105
5174787， 公章编号510105508
4429，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5
5084430，均遗失作废。
●四川昊美房屋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人名章敬昭一（编号5104
015008005）遗失作废。

●四川柏冠建筑消防检测有限
责任公司近期发现有不法分子
伪造公司营业执照等证章从事
违法行为。 特此声明： 本公司
从未开设任何分支机构和委托
任何人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由
此产生的损失与本公司无关。
●四川华瑞荣发商务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单位公章（编号：51
01060373306）、 秦思豪法人
章（编号：5101060373309） 遗
失作废。
●成都市高新公安分局辅警胡
琰宸工作证(JF061307)遗失作废
●四川有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057466020X） 正 副
本、 公章 （编号：5101008868
081）、 财务章 （编号 ：51010
08868083）、 发票章 （编号：
5101089914544）、 郑 有 佳 法
人章（编号：5101008868084）均
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中铁御花府项目业主：

我公司在金牛区一环路北
二段100号修建的中铁御花府
项目已建设竣工， 现已进入规
划核实公示阶段， 公示内容张
贴于中铁御花府项目正大门
处，公示时间为2021年11月26日
至2021年12月3日。

特此公告
成都同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四川盛国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59920275遗
失作废。
●四川浪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何永安原法人章编号51010550
62076遗失作废。
●四川瑞庆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杨韬庆原法人章编号5101
085158698， 公章编号5101009
501630，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
009501631，均遗失作废。

公 告
申建伟因长期旷工， 已严重违
纪， 成都公交集团东星巴士有
限公司将与你解除劳动关系，
请你于2021年11月30日前回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将按相
关规定处理。
成都公交集团东星巴士有限公
司 2021年11月26日
●成都名卓文曲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249
903618， 周琴法人章编号5101
245054092均遗失作废。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 发票章5101008467
736、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票章510100846773
7声明遗失作废。
●陈其容不慎遗失军残证（编
号：川军NO42018）声明作废。
●仁寿县兴飞达商贸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5100081
5601， 账 号 :2240690104000
3617，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仁寿视高支行
，遗失作废。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
交通执法第一支队工会其它类
型印章（编号5101085112973）、
财务专用章 （编号 51010851
12974）、 聂红峰法人章（编号
5101085112975）遗失作废。
●锦江区香豆小厨快餐店公章
（编号：5101045096571）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都江堰市从军按摩院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101815016107，声
明作废。

●成都江山川科技
有限公司发票专用
章（编号510109603
0843）遗失作废。
●彭州市娟兴建材经营部李小
娟法人章编号：510182503450
5遗失作废。
●成都涵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
专用章（编号5101009122594）
遗失作废。
●成都美熹商贸有限公司法人
章编号5101095602999遗失作废

●四川思普邦嘉科技有限公
司李菲法人章（编号：5101085
217524）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吉行捷汽车服务有限
公 司 发 票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160068580）遗失作废。
●成都益禄慧能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2
60525遗失作废。

●成都芯蓝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75018578遗失作废
●郫都区鑫毅货运服务部公章
编号5101245187932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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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夫·朔尔茨可望接替现任总理默克尔

“红绿灯”联合组阁谈妥
德国新政府呼之欲出

11月23日，中国驻刚果（金）大使
朱京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透露，被
绑架的5名中国公民在一家美籍华人
拥有的私人企业从事采矿工作。根据
使馆目前掌握的信息，5 人都暂时安
全，精神状况、心理状况比较稳定。

类似事件在刚果（金）并非个案。
今年以来，该国已发生多起暴力冲突
事件，当地平民生命安全堪忧。

但即便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如今
仍有数万名中国人在刚果（金）谋生，
为何他们甘愿冒着极大的风险到此
淘金呢？答案是——资源“淘金”。刚
果（金）素有“世界原料仓库”之称，这
片土地蕴藏着铜、钴、铌钽、钻石、锡、
黄金、锂等各种稀有金属矿产资源。

随着全球新能源产业的迅速崛
起，引发了新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清洁
能源争夺战。而刚果（金）拥有全球近
半的钴矿储量，目前全球三分之二以
上的钴矿产量都来自该国。

“钴奶奶”背后
是一场全球新能源争夺战

位于刚果（金）东南部的森林地
带基桑富，顺着红色土路穿过大片沾
满露水的杂草，挖土机正在努力发掘
埋藏在这片土地中的宝藏——数百
万吨的钴。

“钴”是一种银白色的铁磁性金
属，由于极为稀缺，又被业内戏称为

“钴奶奶”。这种金属是生产耐热合
金、硬质合金、防腐合金以及磁性合
金的重要原材料，在商业、工业乃至

于军事领域都应用广泛，无论是智能
手机还是飞机引擎、火箭发动机的制
造，都离不开钴。手机之所以能“充电
5分钟，通话2小时”，靠的正是钴。

随着近年来各国政府为应对气候
变化的政策重心倾斜，全球汽车制造
商布局电动汽车，对钴的需求开始飙
升。据了解，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上主
流的三元锂电池基本都含有钴，其装
机量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占到了“半壁
江山”，特别是对续航里程、整车性能
要求高的高端车型。据外媒报道，一辆
特斯拉长续航汽车需要大约4.5公斤
的钴，是一部手机所需量的400多倍。

因此，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关键原
料，钴矿不仅在全球绿色转型的过程
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
是，它的背后是电动汽车需要抢夺的
数万亿美元的天价未来市场。这意味

着，它会像石油一样，成为大国竞争
的战略资源。

跨国企业争相布局
“淘金者”蜂拥而至

据外媒报道，在全球新能源汽车
产业崛起之前，钴并没有引起刚果
（金）矿商的重视。但现在，因坐拥全
球三分之二以上钴矿产量，刚果（金）
或将像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一样，成
为支撑一个新能源时代的中心，也成
为跨国企业的必争之地。据环球网报
道，提前布局的中国企业如今已成为
了刚果（金）当地矿业开发的重要参
与者。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钴业分
会秘书长徐爱东向央视财经新闻表
示，过去二十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开
发钴资源，应该说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2020年在全球十大钴矿山企业里
面，中国企业有四家，此外钴冶炼产
能在全球约占70%左右，所以说相比
较其它的一些国家，中国这个产业链
配套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从上游而言，全球目前具备万吨
级生产能力的大矿山仅有3座，全部
坐落于刚果（金）境内，即瑞士嘉能可
的 KCC、哈 萨 克 斯 坦 欧 亚 资 源 的
RTR 以及中国洛阳钼业的 Tenke。
2020年数据显示，这3座矿山产量分
别为2.74、1.54、1.55万吨，共占据了全
球原料供给比例的48%。

从中游而言，据市场调查机构
“华经市场调查网”报告显示，中国是
全球最主要的钴冶炼加工国，占全球
精炼钴产量的67%，亚洲占全球钴消
费的77%。目前，全球基本形成了刚果
（金）供应原料，中国进行冶炼加工，
亚洲进行消费的钴供应链体系。

而在钴产业链的下游，受钴矿价
格越来越高的影响，电池供应厂商也
纷纷开始主动出击。8月，韩国LG新能
源牵手澳大利亚矿业有限公司，锁定
为期六年、共7000吨的钴供应订单；今
年年初，国内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和亿
纬锂能则分别入股洛阳钼业和华友钴
业，为未来钴资源储备提供保障。

全球资本对钴的狂热，不仅吸引
了众多跨国企业到此投资，还吸引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不
顾当地危险局势，渴望从新一波“淘
金热”中受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徐缓

日本经济产业省 24 日
决定，在2021财政年度补充
预算中新增 300 亿日元（约
合16.6亿元人民币），作为渔
业援助基金，以便在这一行
业因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受损
时加以应对。

因担忧声誉被毁，日本
渔业界坚决反对把核污染水
排入大海。日本政府要把储
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含有
放射性物质的污染水经过滤
和稀释处理后，通过海底隧
道排放至近海，预计2023年
春季左右开始排污，将持续
20年至30年。

据共同社报道，基金具
体用途尚未确定，日本政府
考虑用这笔钱采购、保存可
以冷冻的水产品，或者为从
事这类业务的经营者提供补
贴。对于无法冷冻保存的水
产品，日本政府考虑帮助渔

民扩大销路，比如在网上销
售或卖给公司食堂等。

经济产业省原打算将这
笔援助基金列入 2022 财年
预算，但考虑到渔业界损失
可能在排污入海之前显现，
因而决定提前编制预算。援
助范围覆盖全国水产品行
业，不局限于福岛县。

日方声称会对核污染水
做净化处理，以降低放射性物
质水平，但海洋生态学专家和
环保人士指出，核污染水入海
对人类社会和海洋生态环境
健康的潜在威胁难以估量。

邻近福岛县的宫城县
24 日召开渔业和相关行业
团体会议，会上多人坚决反
对排污入海。宫城县知事村
井嘉浩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
电力公司研究替代方案，寻
找除排放入海以外的其他核
污染水处理方式。（新华社）

据外媒 24 日报道，印
度全国家庭健康调查最新
数据显示，印度的总和生
育 率（TFR) 降 至 2.0，首 次
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如果其生育率一直保持低
于 2.1 的水平，那么印度人
口在 2060 年左右将达到 16
亿至 18 亿的峰值，并由此
开始下降。

在人口学中，总和生育
率（即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
女平均人数，简称“TFR”）
维持在 2.1 被称为世代更替
水平，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
2个子女以实现对自身的替
代。如果生育率长期保持在
2.1的更替生育水平，总人口
变化将进入静止状态，不会
增加也不会减少，人口结构
趋于稳定。而若低于2.1的更
替水平，意味着总体人口数
量将下降。

印度总体上的人口增长
一直在降低，从 2005 年至
今，印度的 TFR 由 2.7 降低
至首次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就地区而言，印度农村的
TFR 为 2.1，而城市地区仅
为 1.6。目 前 ，仅 有 三 个 邦
——比哈尔邦、北方邦和贾
坎德邦的 TFR 高于更替水
平。而从生育率的增长趋势
来看，印度各邦生育率在普
遍走低。

印度人口基金会执行董
事普南·穆特雷哈介绍称，印
度的 TFR 在 1950 年左右达
到了 6 或更高，现在下降到
2，但印度的总体人口规模不
会立即缩减。

报道称，生育意识的提
高、城市化、避孕普及率上
升、政府的生育计划等都是
生育率走低的原因。“印度长
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人口控
制。印度是第一个启动国家
级计划生育计划的国家，我
们现在看到的令人鼓舞的结
果，就是印度中央和各邦政
府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位印
度政府官员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实习记者 丁文

社民党、绿党、自民党的代表色分别
为红色、绿色、黄色，因此这一组合被德
国媒体称为“红绿灯”组合。在当天的联
合新闻发布会上，“红绿灯”组合领导人
着重强调“团结”“进步”“改变”，对新政
府未来运行均表现出信心。

朔尔茨表示，这是第一次在联邦层面
出现“红黄绿”的组合，是“让国家变得更好
的共同意愿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绿党联席
主席罗伯特·哈贝克称，这份近180页的联
合组阁协议是一份显示“勇气和信心的文
件”，德国未来将是一个“行动的社会”。

在此前的谈判中，三党不仅在气候、
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存在分歧，而且在财
政部长等内阁职位的分配上发生争执，
一度传出谈判可能失败的消息。据媒体
报道，三党已确定由自民党主席克里斯
蒂安·林德纳出任新政府财政部长，绿党
联席主席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和哈贝克
则分别担任外交部长以及主管经济和气
候事务的部长。

林德纳表示，尽管自民党在联邦层
面很久未和社民党联合执政，和绿党从
未联合执政，且三党在组阁谈判期间有
各自主张，但在“跨越和改变现状”这一
点上有共识。新政府执政伙伴将努力实
现政策互补，带领国家向前走，朔尔茨会
是一个很好的联邦总理。

据德国媒体报道，组阁协议还须经社
民党和自民党党代会批准，而绿党也将把
该协议提交党内投票。三党目前也尚未正式
宣布各自内阁部长人选，但表示将在近期党
内就组阁协议进行表决时宣布。不过德国媒
体普遍认为，三党联合执政大局已定。

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
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自
民党）24日就联合组阁协
议达成一致。这意味着新一
届德国政府将很快诞生，三
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民党
总理候选人、现任副总理兼
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可
望接替现任总理默克尔，成
为新一任德国总理。

分析人士认为，三党此
前分歧较多，组阁协议的达
成是相互妥协的结果。该协
议为德国新政府在环保、社
会福利、财政、抗击疫情等
方面定下了诸多任务，新政
府如何有效弥合内部分歧
完成这些任务，将考验各方
智慧。

根据当天联合新闻发布会介绍，
此次达成的组阁协议内容涵盖能源
转型、减少财政债务、加强住房市场
改革、难民事务等。

由于绿党的重视，环保相关政策
在组阁协议中得到大幅加强。三党计
划在“理想情况下”将淘汰煤电的期
限从 2038 年提前至 2030 年，并将为
此加大对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设施的
投资力度。同时，三党计划到2030年
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从当前设定
的 65%提高到 80%，并加大资金支持
力度。三党还将继续完善气候保护
法，并将在新政府中引入“气候检查”
机制，即政府各部门在审查法律草案
时都把对气候的影响和是否符合气
候目标纳入考量。

社会福利方面，三党计划将法定最
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12欧元，而这也正
是社民党此前的承诺。三党还计划在新

政府成立后每年建造40万套住房，同时
继续限制房租上涨。另外，改善公共基础
设施，加快网络速度，提升卫生福利能力
等也将是新政府的工作重点。

财政方面，新政府将从2023年起
继续坚持以往的“减少债务”政策，不
过因当前德国新冠疫情严重，2022年
可以暂不坚持减债原则。

朔尔茨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表
达了对德国当前疫情形势的担忧，并
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包括成
立常设危机应对小组，持续评估疫情
发展形势和疫情管控措施有效性。朔
尔茨说，考虑到医护人员因新冠疫情
承受极大工作压力，新政府将对他们
给予补贴，目前各方已达成一致，将
为此拨付10亿欧元专款。

分析人士认为，鉴于此前的组阁
谈判过程中“红绿灯”组合内部出现
不少分歧，新政府上台后，如何有效
弥合内部分歧，实现上述政策目标，
带领国家实现“全面革新”，将考验各
方政治智慧。 （新华社）

组阁协议达成
对新政府未来运行有信心

在 11 月 25 日商务部举
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
媒体问，美国商务部当地时
间24日宣布，12家中国企业
因不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或外交政策被列入“实体清
单”。商务部对此有何回应？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
示，美国商务部出台新的制
裁清单，不符合中美两国元
首共识，不利于中美两国，不
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和世界经济复苏。美方泛化
国家安全概念，随意出台制
裁措施，严重缺乏事实依据，
程序非常不透明，中方表示
强烈抗议，将向美方进行严

正交涉。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屡屡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
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这严
重损害了中国企业利益，肆意
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自由贸
易规则，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已经到了歇斯底里、
不择手段的程度。

赵立坚强调，中方坚决
反对美方上述举措，要求美
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保留
对美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权
利。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
法权益。 （央视新闻）

执政面临考验
需弥合内部分歧

为何那么多中国人到刚果（金）？

全球资源争夺战的“必争之地”
让“淘金者”蜂拥而至

印度人也生得少了！
人口或于2060年后下降

核污染水入海伤渔业
日本政府拟掏钱解决

12家中国企业被美列入“实体清单”
外交部：保留对美反制措施权利
商务部：将向美方进行严正交涉

11月24日，在德国首都柏林，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奥拉夫·朔尔茨出席
介绍组阁协议的新闻发布会

钴矿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