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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CPI同比上涨7%

美国通胀率创近40年新高
“涨”声中，加息的脚步近了？

■ 新冠疫情
期间多种因素同
时作用下，美国近
几个月食品、住
房、能源、汽车价
格出现不同幅度
涨幅。

■ 美国劳工
部12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去年12
月，美国通货膨胀
水平创近40年来
新高。

■ 数据公布
后，各方对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加
息的预期进一步
强化。

房屋租售
房屋租售

现有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
路62号力宝大厦1楼商铺若干，
建筑面积从290平米-692平米
商铺对外租售，联系人：徐女
士 联系电话：19180643054

声明·公告
●兹有快活村二组郑贵清征地
拆迁现房安置协议书（兴光华
征2018快活村NO.2-7） 及房屋
补差款票据（金额4068元）遗
失，特此声明。
●杜峰警官证， 警号 110643，
遗失作废。

致歉声明
因我公司在公司网站上，

未经乔露丝女士授权将与乔露
丝女士的作品相似的产品用于
宣传和销售， 侵犯了乔露丝女
士的作品所有权。 我公司特在
此刊登致歉声明向乔露丝女士
道歉， 希望得到乔露丝女士的
谅解！以此为鉴，我们将立即采
取实际行动， 持续加强设计审
查，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特
此声明！

泰和县中社玩具有限公司
江西省贵德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廖修平遗失成华区猛追湾南
街19号五冶宿舍棚户区改造项
目拆迁合同（编号：150511， 备
案号：15134757）特此声明。
●四川聚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9447603遗失
作废。
●成都意米诺家居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编号 5101160105410
遗失作废。
●成都一品鲜农业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100212453）遗失
作废。
●成都农亿文农业有限公司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1290
13400）遗失作废。

●成都通驿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6028315
4，张智镔法人章编号51010602
83156，均遗失作废。
●户主雍春红持有成都市成华
区双建路166号1栋5单元3楼4
号的户口簿于2022年1月12日
遗失作废。
●四川晨奇建筑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
5400974） 廖羚旭法人章（编
号5101075400976）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牛区红旗连锁有限
公司尚瑞天韵分场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 JY15101060031705遗
失作废。

公开道歉信
本人陈非， 男，1982年6月

2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家
住四川省成都市。2020年7月因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假冒伪
劣伟哥），被成都市武侯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本人深感后
悔， 对广大消费者造成了利益
的损害， 特此向广大消费者表
示歉意。 道歉人： 陈非 时间：
2022年1月14日
●四川森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120114521遗失作废
●成都市原驰投资有限公司刘
亚奇法人章（编号：51012550
23297）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润峰新材料有限公司合
同专用章（编号 :51010092238
75）遗失作废。
●成都安德格朗服装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编号 5101245110690
遗失作废。
●胡昌贵不慎将川A58D3M的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副本
遗失（证号：川交运管许可成字
0203026号），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凯亲中贸易有限公司宗
庆凯法人章 （编号：5101085
33429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鑫宏太商贸责任有限公
司陈德刚法人章编号51010603
01397遗失作废。

●四川新航线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李博法人章（编
号：5101040088946）遗失
作废。
●成都钢达通欣商贸部，
公章（编号：5101060697
173）遗失作废。
●四川凡柏企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不慎将公章 (编号510104
0293009)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
1040293010)白代玉法人章 (编
号5101040293011)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40293021)遗失， 现
登报声明以上四枚印章作废。
●四川贯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32265018204遗失作废

●四川中鑫筑建设工程有
限 公 司 公 章 （编 号 ：
5101060324125）遗失作废。
●成都梦明湖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
510093105702、 开户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三洞桥支行、 账号：22872301
040020890）遗失作废。

●成都双流宜城药店公章编号
5101225105263遗失作废。
●成都睿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府青路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M
A7E78DF8N）， 公 章 编 号 5101
085466879，均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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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以来，为应对疫情造
成的经济衰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把基准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
平。美联储官员近期预测，今年美联
储将加息三次。经济学家则普遍预
测美联储年内可能加息四次，最早
将于3月首次加息。

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将于
13日就是否批准莱尔·布雷纳德担任
美联储副主席举行听证会。美联社援
引布雷纳德的听证会讲话稿写道，美
联储当前“货币政策专注于将通胀率
拉回到2%的水平，与此同时维持惠及

全民的经济复苏”。
布雷纳德此前立场更倾向于维

持低利率以刺激就业。她一反常态
地强调抑制通胀，引发关注。

据路透社报道，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CPI同比涨幅的高峰很有可能
出现在去年12月至今年3月之间。

美联社评论，美联储需要艰难
地在抑制通胀和支撑经济之间寻找
平衡。加息太晚，通胀可能加剧，后
续要花更大力气压制，从而可能引
发经济衰退；加息太早，或将导致原
本可能并不会发生的经济衰退。

老鼠过街，并非人人喊打。
一只名为“Magawa”的老鼠因
在生前发现100多枚地雷和其
他爆炸物，而受到排雷组织的
赞赏，被评为“英雄老鼠”。

Magawa近日因达“8岁高
龄 ”而 自 然 死 亡 。据 报 道 ，
Magawa在出生后就受到培训，
服役期间用鼻子嗅出了之前战
争和冲突遗留下来的100多枚
地雷和其他未爆炸弹。训练它
的排雷非营利组织APOPO称，
Magawa完成了令人难以置信
的工作，降低了人们被炸残或
死亡的风险。

据报道，Magawa是非洲巨
型鼠，2013年11月出生于坦桑
尼亚索科因农业大学，生性聪
明且易于训练。它在那里接受
训练，学会了如何利用敏锐的
嗅觉找到炸药。2016年，它被
派到柬埔寨开始了“职业排
雷”生活。

据APOPO介绍称，接受训
练的老鼠与其他老鼠相比，体
型都偏大，但能够保证安全地
在地雷上行走而不会触发爆
炸。训练后，它们可以嗅到地雷
中化学物质的气味，然后报告
给专业排雷人员。“而且老鼠的
速度会更快。它们可以在半小
时内搜寻200平方米的区域，而
人为排雷则要花费四天时间。”

APOPO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
托夫·考克斯说道。

据APOPO称，Magawa是
他们训练过的最为成功的炸
药嗅探老鼠。在4年工作期内，
它共发现了71枚地雷和38件
未爆炸弹。2020年，其因为出
色表现获得了英国兽医慈善
机构（PDSA）首次为老鼠授予
的金牌。

据报道，Magawa在2021年
“退休”后一直保持极大的玩耍
热情。但在上周，它突然放慢了
脚步，且出现嗜睡、食欲不振的
情况。“它使柬埔寨社区居民能
够更加无忧无虑地生活、工作
和娱乐，而不必担心失去生命
或被截肢。”APOPO在Maga-
wa1月9日死亡时说道。

据APOPO统计数据，在柬
埔寨、津巴布韦等59个国家，超
过6000万人口生活在可能被遗
留炸弹炸伤的阴影之中。大概
已有4万多柬埔寨人被炸伤，是
世界上人均地雷炸残率最高的
国家。近些年，清理爆炸物的工
作已经取得了进展。在2020年，
APOPO通过训练老鼠清理了
柬埔寨400万平方英尺的土地。
目前，该组织已经训练出新员
来接替Magawa的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实习记者 丁文

韩国警方12日说，他们当天上
午在首尔西部一家酒店发现名为李
炳哲（音译）的律师死亡。三天前，他
的亲人向警方报案称其失踪。

李炳哲的死因尚不清楚，他的
遗体已被送往事发地附近医院解
剖。当地媒体报道，事发现场没有发
现打斗迹象，也没有找到其他犯罪
的证据。

韩国媒体称李炳哲为“吹哨人”。
他最先向一家民间组织提供文件材
料，指认李在明的辩护律师在一起诉
讼案中获得巨额酬劳，包括3亿韩元
（约合160万元人民币）现金和价值20
亿韩元（1069万元人民币）的股票。

那起诉讼案中，李在明被控违
反《公职选举法》，散播虚假信息。
2020年7月，韩国大法院即最高法院

宣判李在明无罪。
这家民间组织怀疑，李在明辩护

律师的酬劳并非由李在明本人支付，
而是由他人代付。数据显示，这一期间
李在明的资产减少大约3亿韩元，远低
于其辩护律师所获酬劳。去年10月，这
家民间组织对李在明提起诉讼。

此外，李在明还卷入一起贪腐
案。检方和警方怀疑，位于首尔以南

的京畿道城南市2015年一个地产开
发项目中，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投资
公司可能通过贿赂政府官员、国会
议员等有影响力的人物拿下项目，
进而获得相当于投资额千倍的巨额
利润。李在明当时担任城南市市长。

这起案件仍在调查中。李在明
宣布参选总统后，两名涉案关键人
物先后于去年12月10日和21日死亡。

随着总统选举临近，在野党阵
营抓住这一话题，向李在明发难。对
此，共同民主党发表声明说，李在明
与死亡律师李炳哲没有任何关系，
针对李在明的说法纯属捏造。共同
民主党同时呼吁不要把这起事件政
治化，不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抹
黑总统候选人。

韩国总统选举定于3月9日举行。
角逐下届总统的人选中，李在明和国
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前检察总长尹
锡悦被视为“两强”候选人。近日，支
持率排名第三位的国民之党总统候
选人安哲秀人气攀升，选举可能转入

“三强竞赛”模式。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库
比亚克12日说，8个联合国会员
国因未缴纳联合国会费而失去
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

库比亚克在当天的例行记
者会上说，这8个国家分别是伊
朗、苏丹、委内瑞拉、安提瓜和
巴布达、刚果（布）、几内亚、巴
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11日致联合国大会的信件，
11个国家已拖欠会费两年以
上，其中8个国家被取消在联大
的投票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
九条规定，如果会员国拖欠
的会费额等于或超过前两年
所应缴纳的会费，它们就会

失去在联大的投票权，除非
可以证明这种情况是由不可
控因素造成的。

根据古特雷斯的信件，科
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索
马里属于“由不可控因素造
成的”范畴，其2022年的投票
权仍可保留。同时，被取消投
票权的8个国家只要支付规
定的最低金额，便可恢复其
投票权。

第76届联合国大会去年
12月批准总额为31.22亿美元
的联合国2022年度常规预算。
联合国常规预算经费的分摊
比例以各国支付能力为原则
确定。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阿富汗临时政府高等教育
部代理部长阿卜杜勒·巴奇·哈
卡尼12日说，阿富汗所有公立
大学即将复课，男女需要分开
就座。

哈卡尼当天在首都喀布尔
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阿富汗
人“今后几天”将听到公立大学
重开校门的消息。他没有说明
具体日期。

哈卡尼说，公立大学迟迟
未能复课，原因是经济危机导
致国家财政资金不足以及缺少
可以把男女学生隔开的教室。

据阿富汗黎明新闻网报
道，塔利班去年8月夺取政权
后，阿富汗公立大学一直关闭。

哈卡尼还说，政府打算开
办一所国际化大学，“教授伊斯
兰教法、医学、农学和工程学，

并在这四个专业领域授予学生
硕士和博士学位。”另外，一些
周边国家承诺向阿富汗学生提
供奖学金。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哈卡尼先前表示，教育是阿富
汗最脆弱的领域之一，受新冠
疫情和政权更迭影响很大。他
说，高等教育部将对高校实施
标准化管理，用更现代的科目
取代原有的次要科目，使阿富
汗大学生具备与其他国家大学
生竞争的实力。

塔利班去年8月15日控制
喀布尔，次日宣布阿富汗境内
战争结束。8月30日夜，最后一
批驻阿美军撤离，美国结束在
阿富汗长达近20年的战事。塔
利班9月初公布阿富汗临时政
府成员名单。 据新华社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2日发布的全国经济
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经济活动温和扩张，但
很多地区经济增长继续受到供应链中断和劳动
力短缺限制。

这份报告根据下属12家地区储备银行的最
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也称“褐皮书”。报告显示，
2021 年最后几周，各辖区经济活动实现温和扩
张，企业对材料、生产投入以及劳动力的需求持
续上升，消费支出稳步增加。

按行业来看，由于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
株快速蔓延，多数辖区休闲旅游、酒店住宿以及
餐厅用餐活动骤降。制造业普遍扩张，但各辖区
增速存在差异。部分辖区企业对短期增长预期较
此前有所降低。

同期，各辖区就业市场温和增长，多数辖区
对劳动力需求仍然强劲，空缺职位有所增加。劳
动力短缺导致全美范围内薪资水平提高，低技能
工种薪资上涨尤其强劲。

物价方面，由于批发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
导致不少行业被迫提价，各辖区消费者价格强劲
增长。很多企业将成本高涨归咎于供应链持续中
断。部分辖区运输瓶颈有所缓和，但采购成本仍
在上升。同时，持续的劳动力短缺及其导致的薪
资增长也给企业增加成本压力。

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地区储
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该报告是美联
储货币政策例会的重要参考资料。下一次美联储
货币政策例会将于1月25日至26日举行。

据新华社

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

继续困扰美国经济

因拖欠会费
8国失去联合国大会投票权

男女分开就座
阿富汗公立大学即将复课

4年内排雷百余枚
“英雄老鼠”去世

先后有3名涉事者死亡

文在寅热门“接班人”所涉丑闻发酵
韩国总统选举倒计韩国总统选举倒计

时不足两个月之际时不足两个月之际，，现现
任总统文在寅的热门任总统文在寅的热门

““接班人接班人”、”、执政党共同执政党共同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
明所涉丑闻持续发酵明所涉丑闻持续发酵，，
一名涉事者一名涉事者1212日被发现日被发现
在酒店身亡在酒店身亡。。至此至此，，与李与李
在明所涉丑闻相关人员在明所涉丑闻相关人员
已有已有33人死亡人死亡。。

美国劳工部12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去年12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
为1982年6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

其中，住房成本同比上涨4.1%，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3%。不过，这两
项的环比涨幅较去年11月下降，似
乎显现通胀增速放缓趋势。

二手车价格环比上涨3.5%，同
比上涨37.3%。此前两个月，二手车
价格环比涨幅均为2.5%。路透社分
析，这或许与2021年夏末飓风“艾
达”造成大量汽车受损有关。

受全球汽车芯片短缺等因素影
响，汽车产量有限，美国新车价格去

年12月环比上涨1%，连续第九个月
环比上涨。

在能源价格2020年跌幅较大的
背景下，2021年12月美国能源价格
同比涨幅高达29.3%，不过环比降低
0.4%。这或许预示着美国居民近期
取暖、加油有望不用面临涨价。

此外，家具、家居用品、机票、个
人护理产品、烟草价格等均上涨。

从劳工部数据来看，去年12月
物价上涨主要缘于二手车价格和
住房成本上涨。剔除食品和能源价
格的核心CPI环比上涨0.6%，同比
上涨5.5%，为1991年2月以来最大
同比涨幅。

●去年12月物价上涨 主要缘于二手车和住房成本上涨

●经济学家普遍预测：美联储年内可能加息四次

因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美国华盛顿一家商店货架上的商品寥寥无几 新华社发

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就律师死亡一事发起抗议

老鼠Magawa在排雷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