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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1100人 伤者超1650人

阿富汗遭遇20年最致命地震
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求援

■ 阿富汗救援人员23日冒
着大雨在地震废墟中搜寻幸存
者。前一天，一场强烈地震袭击
阿富汗东部。据阿富汗黎明新闻
网报道，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
达1100人，伤者超过1650人。这
是20年来在阿富汗导致遇难人
数最多的一次地震。

■ 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
人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向阿富汗
灾民提供援助。

英国国家统计局22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英国5月消费者价
格指数（CPI）同比上涨9.1%，继
4月份后再创40年来新高。

英国国家统计局首席经济
学家格兰特·菲茨纳表示，食品
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汽油价格
破纪录，通胀水平触及历史高
位后居高不下。

同期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指
数显示，在食品和原材料价格
大幅上涨推动下，英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5月同比上
涨15.7%，创45年来最高纪录。

凯投宏观首席英国经济学
家保罗·戴尔斯表示，英国通胀
水平尚未达到峰值。英国政府
将于10月上调能源价格上限，
英国央行预计CPI同比涨幅将
超过11%。

英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9%，创下40年
来最高纪录。为抑制高通胀，英
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本月
16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从1%上
调至 1.25%。这是去年 12 月以
来英国央行第五次加息。

据新华社

得州共和党再推
“脱美独立”
美媒：从法律和现实

角度看不现实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当地
媒体报道，近日举行的美国得克萨
斯州共和党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纲，
其中一项呼吁州议会在2023年允许
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该州是否应
脱离美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是
该州共和党推动“得州脱美”采取的
又一行动。

报道说，18日至19日得州共和
党在休斯敦举行了约有5000人参加
的州代表大会，通过一份长达40页
的新党纲。在题为“国家主权”和“得
克萨斯州独立”的两份文件中，共和
党称，联邦政府损害了得克萨斯州
的地方自治权，得州保留脱离美国
的权利，呼吁州议会在下届（2023
年）会议通过一项法案，允许举行全
民公投，以确定得州是否应该重申
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

得克萨斯州于 1836 年成为独
立国家，1845年加入联邦政府。1861
年，得州曾宣布独立，脱离美国。
1870年得州重新加入联邦政府。

由于在拥枪权、同性婚姻、政治理
念等领域的差异，得州共和党人数十
年来一直在推动“得州脱美”，但均以
失败告终。美国媒体指出，尽管得州宪
法中有“脱美独立”的相关规定，但从
实践和法律的角度来看并不现实。

此次得州共和党代表大会还通
过一项决议，拒绝接受2020年美国
总统大选结果，并认为拜登不是由
美国人民合法选举产生的。

据央视中文国际

欧洲联盟委员会一名官员
22日说，欧盟打算放宽使用燃
煤的限制，以填补俄罗斯天然
气供应减少所致能源缺口，但
强调只是暂时性措施，逐步减
少化石燃料使用以减缓气候变
化的长期目标不会改变。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
公司（俄气）很突然地降低供气
量，我们正在采取一些非常重
要的措施，但这些措施都是临
时的。”欧盟委员会国际事务与
气候融资代理主任埃利娜·巴
尔德拉姆在布鲁塞尔一场论坛
上说：“我们可能临时增加煤的
使用，但长期方向明确。”

按照巴尔德拉姆的说法，
欧盟决心坚守气候目标，会尽
快停止使用化石燃料作为替代
能源。

俄 气 近 来 削 减 经“ 北
溪-1”输气管道对欧洲的供气
量。这一直通德国的管道目前
输气量仅为通常水平的 40%。
俄气说，减少“北溪-1”输气量
是出于技术原因。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意大
利和荷兰都已暗示可能借助煤
电厂填补天然气供应缺口。

德国工业联合会 21 日警

告，如果俄罗斯停止对德供气，
这一欧盟最大经济体势必面临
经济衰退。同一天，德国财政部
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说，有必
要寻找替代能源，解决未来 3
年甚至更久的能源短缺问题。

意大利也是欧洲天然气消
费大户，去年所耗天然气中大
约 40%来自俄罗斯。意大利环
境与生态转型部长罗伯托·钦
戈拉尼21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意大利政府计划在必要时购买
煤炭，增加火力发电量。

荷兰政府20日宣布，鉴于
天然气短缺风险增加，即日起
至 2024 年底解除对燃煤发电
的限制，“煤电厂再次获准满负
荷运行”。

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
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前，欧盟天然
气需求40%依赖俄罗斯供应。乌
克兰局势恶化后，美国和欧盟国
家对俄施加多轮制裁。俄方则从
4月1日起要求参与对俄制裁的

“不友好”国家和地区改用卢布
结算供气合同货款。

波兰、保加利亚、芬兰、荷
兰和丹麦等国一些能源企业因
拒绝遵守“卢布结算令”，已遭
俄方“断气”。 据新华社

阿根廷一家法院 22 日裁
定，已故足球巨星迭戈·马拉
多纳的私人医护团队成员将
因涉嫌杀人受审。

据路透社报道，被告共 8
人，其中包括神经外科医生莱
奥波尔多·卢克和精神科医生
阿古斯蒂娜·科萨乔夫等。庭
审具体日期尚未透露。

根据法院当天发布的一
份 236 页报告，负责审理此案
的一名法官说，无论出于主动
或疏忽，每一名遭指控的马拉
多纳医护团队成员的行为导
致最终的“有害结果”。

马拉多纳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在位于阿根廷布宜诺斯
艾利斯省蒂格雷的住所突然

离世，终年 60 岁。根据阿根廷
警方和检察机构公布的尸检
结果，马拉多纳死于心力衰
竭，属于自然死亡。

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卢
克曾对媒体表示，已尽全力挽
救马拉多纳生命，否认自己有
医疗过失。另一名私人医生科
萨乔夫的律师说，科萨乔夫作
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的护理范
围与马拉多纳的死因无关。

阿根廷司法部门指派专
家组成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则
认定，马拉多纳的私人医护团
队 对 他 的 医 治“ 不 充 分 、草
率”，如果他能在相应的医疗
设施获得妥善医治，“生存的
几率更大”。 据新华社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 22 日
发布 2022 年全球“最宜居城
市”排行榜，奥地利首都维也
纳从去年排名第 12 跃居今年
榜首。

《经济学人》报道，凭借良
好的基础设施和整体稳定性
等条件，维也纳在评比中拔得
头筹，五年来第三次当选全球

“最宜居城市”。
经济学人智库综合衡量

全球 172 座城市的稳定性、医
疗保健和教育水平、基础设

施、环境等因素，发布 2022 年
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

丹麦哥本哈根位列第二，
瑞士苏黎世、加拿大卡尔加里
并列第三。

跻身前十名的城市还包
括瑞士日内瓦、德国法兰克
福、荷兰阿姆斯特丹、日本大
阪、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及加拿
大的温哥华、多伦多。

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美
国纽约分列第19名、第33名和
第51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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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成都绿道体育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拟出租位于青羊区东坡路
460号东坡路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项目，具体面议。联系人： 王
左；电话：13551283779。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市新都区新繁街道青
果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14MA6A
4RH00X）经股东决定注销公司。
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申报相关
债权债务。
●青羊区阳光推拉门窗厂公章
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四川晟航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7540595
5， 毛志斌法人章编号 5101075
405956， 公 章 编 号 510107540
5954，均遗失作废。

●崇州市华天环境建设有限公
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崇州支行的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1001
7600701，账号：44022250091000
97412）遗失，现声明作废。由此
引起的一切经济纠纷和法律责
任由本公司承担。
●成都彤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6055528
7）遗失作废。
●成都佳禾瑞兴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135062613）遗失
作废。
●成都市天府恒创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 （编号 5101095578
534）遗失作废。
●四川聚鑫德泰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
5456228遗失作废。
●成都裕海拓商贸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5MA6BDAER64） 遗失
作废。

●成都君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8912863）遗失
作废。
●成都市瑞驰精工机械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发票专用章（编码：
5101235014051）遗失作废。
●四川汉斯高登家居有限公司
高俊杰法人章 （编号：510104
0170007）遗失作废。
●四川车居壹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王俊杰法人章 （编号：5101
095973862）， 公 章 （编 号 ：
5101095973855）， 财 务 专 用 章
（编号：5101095973857），发票专
用章 （编号：5101095973860）均
遗失作废。
●成都市可丽伊人服饰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09032
437， 何成艳法人章编号 51010
45009495，均遗失作废
●成都碧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合 同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55
007018）遗失作废。

●成都市乐佳比酒店有限责任
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086
48331遗失作废。
●路威酩轩香水化妆品（上海）
有限公司成都第二分公司，原
负责人Renaud de LESQUEN 私
章（编号：5101045060278） 遗失
作废。
●四川中宸汇创财税咨询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
095423994）遗失作废。
●冯可中英人寿保险销售从业
人员执业证（编号：02003751010
080102019001341）遗失作废
●成都鸿韵雅达服饰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4MA6B96417B）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世纪聚鑫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4MA6DGADH64
）、 公章编号：5101040054209遗
失作废。

遇难人数或继续上升
仍有不少人“被困废墟中”

在震中所在地帕克提卡省，当
地新闻官员阿明·胡扎伊法告诉媒
体记者，“人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挖
坑（埋葬遇难者）”，仅帕克提卡省就
有至少1000人丧生，超过1500人受
伤，许多人伤情危重，仍有不少人

“被困废墟中”。
联合国驻阿富汗人道主义协调

员拉米兹·阿拉克巴罗夫说，可能有
近2000所民居被摧毁，平均每户住
有七八个人。

在帕克提卡省首府沙兰一家医
院，现年22岁的受伤灾民阿鲁普·汗
说：“当时情形很可怕。到处是哭声。
我家里几个孩子被埋在泥里了。”

“我们都在家里睡觉……屋顶
突然塌了下来。”另一名伤者古勒·
法拉兹告诉路透社记者，他和妻
子、孩子都在医院接受治疗，一些
亲戚遇难。“我们住的地方，所有房
子都被震塌了……整个地区都被摧
毁了。”

医院院长穆罕默德·叶海亚·维
阿尔告诉法新社记者：“我们国家
穷，缺少资源。这是一场人道主义
危机。”

阿富汗巴赫塔尔通讯社发布的
视频显示，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
偏远山区，居民们徒手在废墟中挖
掘，寻找幸存者或遇难者遗体。阿富
汗官员说，那些山村的受灾情况难
以马上掌握，遇难人数可能会进一
步上升。

一些灾区在地震发生前刚经历
过暴雨洪灾，地震引发山体滑坡、泥
石流，阻碍救援。美联社报道，通往
偏远山村的道路崎岖，平时就不好
走，地震后可能彻底无法通行。即便
阿富汗政府能够出动重型机械参与
救援，也不清楚能否顺利进入灾区。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
对阿富汗地震灾民提供援助

据美联社报道，地震发生后，塔
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
达罕见发声，恳请国际组织提供援
助，帮助遭受这场巨大悲剧的阿富
汗人民。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穆罕
默德·哈桑·阿洪德22日主持紧急会
议，要求有关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利
用一切资源挽救生命、援助灾民。阿
国防部牵头救援工作。

塔利班去年8月掌权后，许多国
际援助团体撤离阿富汗。美国等国

家制裁阿富汗银行业，阻碍国际援助
资金流入阿富汗。眼下，阿富汗可用
于救灾的飞机和直升机数量有限。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
斯说，美方几天后将与塔利班再次
对话，预计会谈及地震后人道援助
议题，不过，塔利班还没向美方提出
这方面请求。

欧洲联盟阿富汗事务特使托马
斯·尼克拉松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
欧盟正筹备向受灾民众和社区提供
紧急援助事宜。邻国巴基斯坦表示
将向阿富汗提供食品、帐篷、毛毯等
必需品。

美联社报道，阿富汗 3800 万人
口中超过60%依赖国际援助维持生
活。联合国官员预估地震将加剧阿
富汗面临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
援助需求会更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2 日
发表声明，对阿富汗东部当天发生
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悲伤，
呼吁国际社会向阿富汗灾民提供
援助。

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在阿富汗
的机构已经充分行动起来，对地震
导致的人道需求进行评估并提供初
步支持。他呼吁国际社会向阿富汗
灾民提供援助。

据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
公司（BBC）22日报道，据两名知情
人士透露，传媒大亨默多克和妻子
霍尔即将结束婚姻。BBC称，这将是
现年91岁的默多克第4次离婚。

报道称，默多克与霍尔于2016
年在英国举行了婚礼，当时默多克
85岁，霍尔60岁，是前世界名模。一
些与默多克关系密切的人听到他与
霍尔将离婚的消息感到惊讶。报道
还称，默多克此前有过3段婚姻，其
中包括1999年至2014年与其第三任
妻子邓文迪的婚姻。

《纽约时报》称，默多克发言人
对此拒绝置评，记者也未能立即联
系到霍尔的代表进行评论。

《纽约时报》提到，默多克此次
离婚不太可能改变他所持股企业的

所有权结构，但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
整个商业帝国。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
全球拥有众多一线媒体。BBC称，默

多克的媒体帝国控制了美国的福克
斯新闻和《华尔街日报》，还有英国的

《太阳报》和《泰晤士报》。 据央视网

为何伤亡为何伤亡如此惨重如此惨重？？

房屋抗震性能差
震后救援难度大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本次地震震
级6.2级，震源深度约30公里。美国地质
调查局测定此次地震震级为5.9级，震
中位于阿富汗东部城市霍斯特市西南
40多公里处，震源深度约10公里。欧洲-
地中海地震中心测定震级为6.1级。

据美联社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地经
常出现山体滑坡，许多民宅老旧，且多
是土坯房，抗震性能差，因此伤亡情况
惨重。

因地处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交界
处，阿富汗境内及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
地震频繁。2002年3月25日，阿富汗北
部发生6.1级地震，造成至少1800人遇
难，2000多人受伤。1998年5月，阿富汗
东北部发生6.1级地震连同多次余震，
造成至少4500人丧生。

黎明新闻网援引阿富汗灾害管理
部消息报道，22日地震发生前，首都喀
布尔、潘杰希尔省、霍斯特省、楠格哈尔
省等多地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造成至
少400人丧生，也给震后救援工作开展
造成很大困难。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据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1日，在德国工业联
盟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德国财
政部长林德纳表示，德国政府
不会同意欧盟从 2035 年开始
停止销售燃油车的计划。

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 21
日称，燃油车仍然有市场，“欧
盟从 2035 年开始停止销售燃
油车”的相关禁令是错误的，
因为其他地区的汽车制造商
将会继续销售燃油车。林德纳
强调，德国政府不会同意欧盟
的这项法案。

实际上，在本月8日，欧洲
议会就已经表决支持欧盟委
员会关于 2035 年禁售新燃油
车的建议，寻求在欧盟范围内

加速普及电动车。不过，欧洲
议会表决结果不代表通过相
关法律，禁售令还需要欧盟成
员国一致批准才能立法生效。
因此，在德国政府明确表示反
对之后，汽车产业向电动车转
型的进程将被减慢。

欧洲汽车供应商联合会早
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
汽车产业向电动车转型的过程
中，截至2040年，欧盟汽车供应
商可能不得不削减50万个工作
岗位。报告称，随着电动汽车蓬
勃发展，燃油车供应商的工作岗
位将会大幅减少，尤其是在
2030年以后。具体来看，失业人
数最多的国家是德国，其次是意
大利、西班牙等国。据央视财经

欧盟拟2035年禁售燃油车
德国反对！

英国5月CPI
同比涨幅再创40年新高

维也纳再度获评
全球“最宜居城市”

因涉嫌杀人
马拉多纳医疗团队
8名成员将受审

俄罗斯天然气减供
欧盟暂时用煤补缺

欧盟称：逐步减少化石燃料长期目标不变

91岁默多克要第4次离婚？

6月22日，在阿富汗帕克提卡省，人们站在地震中损毁的房屋前 新华社发

人们搬运伤者

默多克与霍尔 图据央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