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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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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季街创意山商业中心二期7#
楼的1-2层以及25-29层， 总建
筑面积为11558.63平方米（预
测）的商业物业进行公开招商，
本次招商业态为酒店业， 详询
成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司资
产管理部，电话：028-87776969

声明·公告
●武侯区美食美家货运信息咨
询服务部公章编号5101075708
505，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
708509，均遗失作废。
●四川汇信兆业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石松雳法人章编号51
01085183745， 财务专用章编
号5101085183744，均遗失作废

●今有吴鹏新苗东街3号新苑
三期三栋4单元三楼5号房产证
（证件编号3101，共有人：无）遗
失，特此登报公示。
●成都鑫协力科技有限公司合
同专用章（编号510110011644
7）遗失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时空引擎金时
代网吧（普通合伙） 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7734814222Y）， 公章编
号5101008759647，均遗失作废
●四川中恒景祥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52
69957，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
95402046，均遗失作废。
●银木佳苑王金杰购买银木佳
苑8一1一2806号， 限价房合同
〈编号370〉全套资料遗失。
●成都百庆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099
955694遗失作废。

●成都奥驰智造科技有限公
司，王裕伍法人章编号51011201
07366，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1
20083571均遗失作废。
●成都盛课盟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原法人唐俊文法人章（编号
5101000098406）遗失作废。
●成都雨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刘帅法人章编号510112015499
3，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2
11986， 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
008241197，均遗失作废。
●四川万合易成电气设备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85243548
遗失作废。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中昕
酒水经营部公章编号5101100
010747遗失作废。
●四川世汇源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谢阳全法人章编号510124
9916968，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
1249907399，均遗失作废。

●成都诚
意建设有
限公司公
章 编 号 ：
510107001
9445，遗失
作废。
●成都阆
宝建材有
限公司公
章（编号：
5101225082180）遗失作废。
●四川悍卫科技有限公司李昌
贵法人章 （编号：5101008801
336）遗失作废。
●四川博润汇泉贸易有限公司
陈志斌法人章 （编号：51010
85334050）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万佳千城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99952572
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铭百盈商贸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820078415，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82007841
7均遗失作废。
●四川百年神泉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60493223
遗失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信众时代电脑
科技经营部公章编号5101006
064320遗失作废。

●四川乾兴德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75544418）， 张
旭法人章 （编号 5101075544
421）均遗失作废。
●阳霜遗失重庆国宾医院医疗
机构住院收费收据原件1份，发
票号为：10551689， 发票代码
050002000104， 金 额 ：17989.
99元，病历号为：202116265，声
明作废。

●成都融广厦房地产
经纪有限 公司公章
编 号 5101075280501
遗失作废。
●成都澳新太华贸易有限公司
朱新强法人章编号5101079903
948，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
9903947，均遗失作废。
●成都睿智雯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 （编 号 5101075213935）遗
失作废。

●成都林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07MA61THWC5D，原
法人孙林法人章（编号51010
75165154）均遗失作废。
●四川富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09120947）
遗失作废。

●中砂贸易成都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85074033遗失作废

奥地利联邦政府6日
进行改组，卡尔·内哈默出
任新总理。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
当天在总统府举行委任仪
式，分别向内哈默和新任
内阁成员签发委任状，内
哈默和新任内阁成员随后
宣誓就职。

奥地利政局近期出现
动荡。10月9日，时任奥地
利总理、执政党人民党主
席库尔茨因涉嫌腐败受调
查而宣布辞去总理职务，
但仍继续担任人民党主
席。10月11日，范德贝伦任

命时任外长沙伦贝格为新
总理。12月2日上午，库尔
茨宣布辞去一切职务，彻
底退出政坛。沙伦贝格当
晚宣布辞职，以便人民党
提名新总理人选。12月3
日，人民党宣布推选现任
内政部长内哈默为人民党
主席，并提名其为新总理
人选。

奥地利执政联盟由人
民党和绿党组成，人民党
居主导地位，拥有总理提
名权。此次政府改组后，执
政联盟将继续执政。

据新华社

据共同社报道，针对访日外国人
的消费税免税制度，日本政府5日敲定
方针，将把外国留学生等长期逗留者
排除在免税对象之外。

根据现行制度，长期逗留的留学生
除了打工等人员之外，允许在入境半年
内免税购物。日本政府将修改税制，把
现行外汇法规定的只要是“非居住者”
就可免税购物的条件，缩小为在留资格
90天以内“短期逗留”的游客等。

免税代购太火伤了税收？

据报道，由于一些日本商品受到
消费者青睐，截至2021年6月，约有2.6
万外国人在日本全国约3万家免税店
购物，总价值约400亿日元（约合人民
币30亿元），共购买了32000件免税品，
价值超过12亿日元。

根据日本《消费税法》，访日游客购买
特产等商品时，如果商品是供日常使用的
话，则适用于免税政策。若以倒卖为目的，
无论是否在日本销售，则商品均需要支付
10%的消费税。然而怎样算“倒卖”，怎样
算“帮人购买”，这之间的界线很模糊。

有人赴日时不仅仅会为自己购买
免税产品，还会“主动帮助”他人购买，
以逃避消费税，赚取差价，这也已经成
为赴日留学生轻松赚钱的方式。但是
这种购买免税商品然后转让以谋取利
益的行为，属于不合法行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应对访日
游客或留学生转卖免税品等违法案件
成为日本要面对的问题。

据日媒报道，日本国税厅去年4月
开始采用顾客信息电子化机制，即免
税店会把顾客的护照信息与购买记录
同步发送给国税厅，与海关共享，以此
打击“免税代购”行为。国税厅通过电
子信息系统就能让消费者免税品购买
记录“一览无余”。所以，当某个在日外
国人突然大量购买免税商品时，就会
容易引起国税厅的注意。

报道称，2021年10月以后，日本所有
免税店都必须实现消费税免税记录电子
化，以制约利用免税漏洞的代购行为。

新政或对行业影响不大

留学两年的小 Q 告诉记者，在日

本，购买食品以外的东西，都需要交商
品价格的10%作为消费税。因此，享有
入境半年内免税政策的留学生则成了
很多免税资格已过期的在日留学生的

“求代购对象”。“过了半年免税期的留
学生还会不断地寻找有免税资格的人
帮忙买东西，尤其是电子产品，”小 Q
说，“因为真的会便宜很多。”除了“帮
助”别人购买免税商品外，
也有留学生会在享有免税
政策时囤一些商品，并转
卖以赚取差价。

该方针施行后，日本全
国约28万名的外国留学生
和企业研修生等长期逗留
者将不能享受免税购物。
对此小Q说：“留学本来就
是一件很烧钱的事情，免
税相当于给留学生的一个
优惠，能帮大家省些钱。不
过现在因为一些因素，日
本政府决定取消这个政
策，留学生肯定会受到一
些损失。”

不过，一名在日本做专职代购的
公司人员称，此限制措施对代购行业
整体影响不大。“现在我们（居住在日
本的代购）也很少能免税买到日本本
土药妆，基本上都是加税采购的，会直
接计算在卖出货物的成本里。”她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范旭
实习记者 黎谨睿 综合央视新闻

哈什·什林拉表示，普京总统的访问行
程虽然只有一天，但是非常有成效，而且有很
多实质性内容。两国领导人签署了28项协议。

哈什·什林拉表示，俄罗斯已开始向
印度交付其远程S-400地对空导弹防御系
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赞扬俄印之
间达成购买协议，尽管有美国反对，但印
度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

当天印度和俄罗斯还签署了一项协
议，在印度北方邦联合生产超过60万支
AK-203突击步枪，涉及金额约为500亿卢
比，约合42.3亿元人民币。此外，两国还签
署了另一项为期10年的军事合作协议。

印度外交秘书哈什·什林拉称，当天
的会议中，印俄双方没有谈及S-400导弹
防御系统是否会遭遇美国制裁的事宜。

据央视新闻

近年来，虽然俄印两国之间受美
国干扰等因素影响嫌隙日增，但双方
在军工、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基础
和潜力依然不可低估。专家认为，俄印
都将彼此视为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重
要合作力量，未来俄印关系的合作主
基调不会被外部因素破坏。

俄印关系嫌隙增多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推动国际
局势加速演变，在美俄关系低迷、美国
加快实施“印太战略”等背景下，俄印
分歧逐渐增多并公开化。

2020年是俄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建立20周年，但在这个关键的节点年
份，已连续举行了20年的俄印峰会首
次未能如期举行。尽管双方给出的官
方解释是新冠疫情冲击了原有的安
排，但这并没有消除外界对俄印关系
渐行渐远的质疑。同年12月，普京在年
度记者招待会上盘点“正走向超级大
国”和“实力迅速上升”的国家时，似乎
刻意遗漏了拥有大国梦想的“老朋友”
印度，进一步引发外界对俄印关系生
变的猜测。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科尔
图诺夫认为，印度正在奉行“向西看”
的外交政策，注重加强与美国的全方
位合作。在印美关系升温的背景下，围
绕“印太”的看法和政策成为俄印之间
的重大战略分歧，双边关系嫌隙增多。

近年来，在美国大力拉拢下，印度
积极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拥抱美日
印澳“四边机制”，在印太地区秩序与规
则、防务与安全等领域持续深化对美合
作。俄罗斯对此感到担忧与不满。

俄外长拉夫罗夫警告说，美国试
图以“印太战略”为抓手让印度加入其

“反华游戏”，同时削弱俄印之间密切
的伙伴关系。而印度方面则回应称，俄
不应干涉印度同第三国的关系。

此外，俄印在涉巴基斯坦、阿富汗、
伊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而
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
机制中，两国的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

互利合作仍将持续

尽管俄印在地缘政治利益等方面
出现分歧，但双方在军工、政治、经济
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基础和潜力依然不
可低估，俄罗斯将竭力保住印度这一

传统军售市场。
俄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11

月14日宣布，俄罗斯已开始向印度交付
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将在年底前运
抵印度，而印度或因此面临美国制裁。

2018年10月普京访问印度期间，
印方向俄方订购5套S-400远程地对空
导弹系统，合同价值55亿美元。此后，
美国多次向印度施压要求其撕毁合
同，否则将根据《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
法》对其施加制裁。

莫斯科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负责
人鲁斯兰·普霍夫分析称，印度在美国的
强大压力之下仍然坚持如期履约，说明
印度并不会向美国屈服。在俄印传统的
军工合作领域，印度仍将坚持与俄前行。

此次普京访印期间，双方还签署新
的武器供应合同，包括供应“针-S”便携
式防空导弹和“卡-226”多用途直升机。

俄罗斯是印度最大武器供应国。尽
管近年来印度加强与美国、以色列等国
的军事合作，但俄罗斯的优势地位短期
内难以动摇。印度武器装备中有70%自
俄罗斯进口或根据俄的许可证在印度
生产。除军售外，双方还开展“布拉莫
斯”巡航导弹、第五代战斗机、核潜艇等
军备联合研发项目。俄还参与了印度卫
星组网工作，印度一直希望获得俄太空
技术，特别是航天器跟踪技术。

经贸合作是俄印关系相对薄弱之
处。普京访印期间，双方将就挖掘经济
合作增长点展开讨论，如何加速推进
俄在印度的核电站及石油化工项目或
将成为重点。目前，俄石油公司正逐步
增加对印投资，积极推动与印方在开
采、炼油、销售等全产业链上的合作。

与此同时，俄印在政治领域也互
有需求。印度希望在联合国安理会“入
常”、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等方面得到俄
罗斯支持，而俄罗斯希望印度支持普
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

卢涅夫认为，印度与俄罗斯加强合
作，可使印在处理与美欧关系时更加主
动，赢得更大的外交回旋空间。从俄方来
看，可以避免印度倒向美国及其同盟体
系，提升非西方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比
重，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多极化。实际上，
俄印都将彼此视作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
重要合作力量，都希望成为多极世界的
一极。因此，未来俄印关系的合作主基
调并不会被外部因素破坏。 据新华社

俄总统普京“闪电”访问印度
签署28项协议

深
一
度

深
一
度

深
一
度

美国干扰破坏 俄印关系还好吗？

日本拟不再允许留学生免税购物
代购时代将终结？

奥地利政府改组
内哈默出任新总理

当地时间12月6日，俄
罗斯总统普京对印度进行
为期一天的短暂访问，印俄
两国领导人签署了28项协
议。此访是近三年来普京首
次访问印度。印度外交秘书
哈什·什林拉当日晚间通报
此次印俄两国领导人的会
见成果时表示，加强双边贸
易和投资是两国领导人会
谈中的重要内容。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

美国媒体6日披露，美
军本月初在叙利亚西北部
针对一名“基地”组织头目
的空袭导致6名平民受伤，
包括4名儿童，其中一名儿
童头部受重伤。

飞来横祸

据美联社报道，现年
52岁的艾哈迈德·卡西姆
3日驾车载着妻子和4个
孩子从亲戚家回家，途经
伊德利卜省迈斯图迈村
时遭遇空袭，一家六口全
部受伤。

卡西姆说，当天上午9
时30分左右，一架美军无
人驾驶飞机向他前面一辆
摩托车上男子投下炸弹，
当时卡西姆正要超车，结
果他的车被弹片击中。“那
之后我短暂地失去知觉。”
事发后，附近村民把卡西
姆一家送到首府伊德利卜
市的医院。

卡西姆的妻子左腿骨
折，16岁的大女儿、15岁的小
女儿和12岁的大儿子伤势没
有危及生命，现已出院。其中
一个女儿身上取出多块弹
片，现在还不能下床。

10岁的小儿子头部受
重伤，至今仍在重症监护
室接受治疗。卡西姆每天
开车10公里到医院看望小
儿子，盼着他早点出院。他
说，从医生那里得知，小儿
子大脑受伤的后遗症可能
造成左臂和左腿永久性活
动障碍。

“死神”逞威

叙利亚一个救助军事

冲突中遇袭平民的民间团
体发表声明，证实3日发生
的空袭造成一个平民家庭
多名成员受伤。

按照美国军方的说
法，美军当天远程操控
MQ-9型“死神”无人机，
在伊德利卜市发起空袭，
目标是“基地”组织一名

“高级头目和（袭击）策划
者”。初步调查显示，那次
空袭可能造成平民伤亡。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
言人比尔·厄本在一份最
新声明中称，美军“采取
一切可能的措施避免悲
剧发生”，空袭后部队立
刻向中央司令部上报了
可能造成平民伤亡的情
况。美军将针对这一事件
展开全面调查，并适时公
布调查结果。

设在英国、以叙境内
人士为消息源的“叙利亚
人权观察组织”说，美军在
空袭中发射3枚导弹，杀死
一名与“基地”组织关联的

“宗教捍卫者”组织前成
员。死者是叙利亚男子，将
近一年前离开“宗教捍卫
者”组织，暂不清楚他是否
仍为作战人员。

近年来，美军多次在
叙利亚以极端和恐怖组织
头目为目标发起无人机空
袭，但屡屡造成平民伤亡。
美军2019年在叙利亚代尔
祖尔省巴古兹镇以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一处据点为
目标发起空袭，导致64名
平民死亡，包括大量妇女
和儿童。

据新华社

美军空袭致叙利亚平民
一家六口受伤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
6 日晚发布消息说，国家
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依
据现行法律发布命令，分
别赦免原民选总统温敏和
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两年刑
期，同时要求两人在目前

拘留点继续服刑。
当天早些时候，温敏

和昂山素季因煽动他人
危害国家安全和违反自
然灾害管理法，被法院判
处4年监禁。

据新华社

温敏和昂山素季
被赦免两年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