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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办公装修翻新13551209014
房屋租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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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3
栋2层、3层部分商铺， 共计14
间， 总建筑面积为7145.01平
方米的商业物业进行公开招
商， 本次招商业态为影院、餐
饮、亲子、娱乐、生活配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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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锦汇城A区2期项目业主/相关
人员： 我公司在成都市温江区
科锦路355号修建的锦汇城A区
2期项目已建设竣工， 现已进
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 公示内
容张贴于成都市温江区科惠路
锦西学府售楼部处， 公示时间
为2022年7月5日至2022年7月
12日。特此公告。

成都常青藤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7月5日

●成都市锦富晟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原法人黄晓鹰法人章编号
：5101075892240，遗失作废。

●辜玉清位于建设路54号69片
区棚户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合同
（合同备案号：15141915，合同编
号：128303）遗失作废。
●丁明强510722198208260139
于2020.5.9获批的建筑设计高
级工程师职称证书遗失作废。
●四川道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冯东旭法人章编号5101160942
677，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160
942675，均遗失作废。
●成都鑫全虎家具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14012384
8，公章编号：5101140123846，均
遗失作废。

●大邑县瑞鑫大药房法定名称
章（编码：5101295021663）遗失
作废。
●四川省陆鑫房地产综合开发
公司原法人章生和法人章（编
号：5101060052234）；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060052233）遗失
作废。
●四川嘉瑞捷祥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原法人马向林法人章编号
：5101095436377遗失作废。
●成都紫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
章（编号：5101095792485）遗失
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金牛区神龙幼儿园，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51010608332
0586P），经理事会决议，决定注
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单位
申报债权债务。 联系电话：
15881139796；地址：成都市金牛
区黄金路1399号。
●李才琳承租位于工人村新6
幢2单元55号的公有住房租赁
合同 (编号 :0004394)因保管不
当,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新米仓家居用品有限
公 司 李 欣 法 人 章 （编 号 ：
5101055369542），公章（编号：
5101055369539），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55369540） 均遗
失作废。
●四川凯宏德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4
0185477）遗失作废。
●双流区李五姐粮油批发部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JY
15101160067069遗失作废。
●广州市格风服饰有限公司成
都蜀都万达广场分公司公章编
号5101245035489遗失作废。

●四川华杰工程勘察设计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79978
002）遗失作废。
●成都市气象局原法人章（编
号：5101055201134姓名： 郝丽
萍）遗失作废。
●四川鼎达蜀兴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5528374
5）遗失作废。
●四川省骋翔物资有限公司
法人蔡娟法人章编号：5101009
527560、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09527559、 公 章 编 号 ：
5101009527557，均遗失作废。

●成都星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100MA6DGP021F
）遗失作废。

●梅垒遗失警号牌， 警号：JF
241873，声明作废。

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日前发布通
告说，7 月 11 日至 21 日将暂时关闭公
司负责运营的“北溪-1”两条天然气管
道支线，进行常规维护。俄天然气市场
专家表示，“北溪-1”天然气管道7月供
气量可能与6月相比减少近60%。由于

“北溪-1”目前是俄罗斯对欧洲主要输
气管道，此举将加剧欧洲天然气短缺。

2011年建成的“北溪-1”天然气管
道东起俄罗斯维堡，经由波罗的海海底
通往德国，近年来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

状态。今年6月，“北溪-1”天然气管道
输气量已缩减。俄气公司此前报告称，
因德国西门子公司未及时向俄方交付
送修的气体压缩机组等原因，从6月16
日开始，每天将向北溪供应不超过6700
万立方米的燃气，而原计划为1.67亿立
方米。

目前，俄罗斯已减少或停止向12个
欧盟成员国供应天然气，俄罗斯对欧盟
的天然气出口仅为一年前的一半。面对
疯狂上涨的能源价格，德国在内的欧洲

多国放弃对环境政策的坚持，重启煤炭
供电。以首相马克·吕特为首的荷兰政
府决定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取消对
煤炭发电厂运营的限制。奥地利政府6
月19日决定将一座备用天然气发电厂
改造成煤电厂，而此时距离该国关停最
后一座煤电厂才过去两年时间。据英国

《星期日泰晤士报》网站报道，英国、意
大利等国也会重启燃煤电厂。

除了使用煤炭发电的“硬核”方案，
欧洲也在寻找更多天然气来源。当地时

间6月15日，以色列和埃及同欧盟达成
一项有效期为3年的天然气出口协议。
为实现天然气基本自给自足，罗马尼亚
在黑海投产了30多年来首个天然气开
发项目。荷兰政府6月1日宣布，荷兰和
德国将在北海联合钻探一座新的天然
气田，预期2024年底投产。英国政府6
月1日批准壳牌企业开采北海的“寒鸦”
天然气田，该气田预估天然气可开采量
占北海英国海域天然气总产量的6.5%。

综合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社

当地时间7月5日下午，巴基斯坦信德省政府和巴基
斯坦反恐部门在卡拉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关于卡拉奇
大学孔子学院遇袭案的最新进展。

信德省新闻部长沙吉·梅蒙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巴基斯
坦反恐部门逮捕了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袭击案的主要犯罪
嫌疑人，他是分离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和“俾路支解放联盟
卡拉奇”（BLF）的指挥官，是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袭击案的
主谋，善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从去年开始，他试图对一些
女性和女学生进行洗脑，说服她们参加自杀式爆炸袭击。

沙吉·梅蒙说，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是为了破坏中
巴经济走廊项目，阻止外国人在巴基斯坦的投资。而巴基
斯坦的安全机构将竭尽全力保障巴基斯坦所有人的安全。
他还表示，目前对该嫌犯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有外国势
力疑似在幕后操纵这起袭击案，他们将继续对该案件进行
调查。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美国“独立日”庆祝现场接连发生枪击事件

枪手向游行队伍扫射
6人死亡 36人受伤

7月4日是美国“独立
日”，即美国“国庆日”。当
地时间4日上午，美国伊利
诺伊州海兰帕克市庆祝
“独立日”的巡游活动现场
突发枪击事件，已造成至
少6人遇害、36人受伤。一
名嫌疑人被捕。

伊利诺伊州州长杰
伊·罗伯特·普里茨克当天
在记者会上说：“这场庆祝
美国（诞生）的活动被‘美
国特有的瘟疫’撕扯得粉
碎，令人心碎。”

“我愤怒，因为事情原
本可以不必这样。”普里茨
克说：“我们每年庆祝一次
独立日，群体性枪击事件
却成为每周例行——是
的，每周例行的‘美国传
统’。”

7月4日晚，东部宾夕
法尼亚州费城在举办“独
立日”烟花表演期间也突
发枪击事件，至少两名警
察受伤。

美国纽约市4日举办年度吃热狗大赛，现年38岁男子
乔伊·切斯特纳特10分钟吃下63个热狗，第15次夺得这项
比赛冠军。

据美联社报道，腿部受伤疼痛影响了切斯特纳特的
“战斗力”，今年成绩不如去年。去年他在10分钟里吃下76
个热狗，打破自己创下的赛会纪录。

女子组选手须藤美贵10分钟里吃下40个热狗，赢得
女子组冠军。须藤美贵现年36岁，先前7次在这项比赛中
获得女子组冠军。她2020年以10分钟吃下48个半热狗的
成绩创造赛会女子组纪录，去年因为怀孕缺席比赛。

须藤美贵2018 年参赛时与男子组选手尼克·韦里相
识，去年7月生下儿子马克斯。在今年的比赛中，马克斯先
在爸爸怀里见证妈妈夺冠，接着由妈妈抱着看爸爸登台参
赛。 据新华社

法国周刊《玛丽安娜》获得的多份机密报告显示，巴黎埃
菲尔铁塔锈迹斑斑，需要全面维修，但管理机构将只给5%的
塔身重新上漆，令专家为这座法国地标建筑的状况担忧。

据路透社4日报道，报告显示，埃菲尔铁塔状况糟糕，锈
迹斑斑，需关闭接受全面维修。铁塔管理机构埃菲尔铁塔运
营公司本打算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给大约30%的塔身
重新上漆，但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工程延误等原因，最终上漆
的部分将只有5%。维修工程预计耗资6000万欧元。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铁塔管理负责人说，如果铁塔的设
计师古斯塔夫·埃菲尔看到铁塔现在的情况，“会心脏病发作”。

《玛丽安娜》报道说，因为担心收入锐减，埃菲尔铁塔
运营公司不愿意关闭铁塔展开全面维修。受新冠疫情影
响，埃菲尔铁塔2020年一度关闭。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当
年因此损失5200万欧元。 据新华社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袭击案
主要犯罪嫌疑人落网

第15次赢得吃热狗大赛
美国“大胃王”

10分钟吃下63个热狗

锈迹斑斑需要全面维修
埃菲尔铁塔状况堪忧

“北溪-1”管道俄天然气7月供气量较6月减60%

能源危机加剧 欧洲各国出急招

英国和玻利维亚研究人员4日宣布发现一个王莲新
品种。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睡莲，叶片直径逾3米。英国皇家
植物园发布声明说，研究人员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玻利
维亚王莲”，以致敬其原产地和玻利维亚研究伙伴。

目前已知的最大玻利维亚王莲生长在玻利维亚拉林
科纳达植物园，叶片直径3.2米。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玻利维亚王莲177年前
就收录于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标本库，但长期被误认作世界
上另外两种王莲（亚马逊王莲和小王莲）之一。

领导本次研究的英国皇家植物园王莲研究专家卡洛
斯·玛格达莱纳2006年在网上见到一张玻利维亚王莲的
照片，猜测是新王莲品种，因为其外形与另外两种王莲的
相关描述不太相符。

为证实自己的猜测，玛格达莱纳开始向玻利维亚植物
园寻求帮助，并在2016年得到他们赠送的玻利维亚王莲
种子。研究人员把这些种子种在英国皇家植物园，就在亚
马逊王莲和小王莲旁边，方便观察比较。玛格达莱纳还在
2019年前往玻利维亚实地考察。

研究人员参考有关王莲的历史、园艺和地理等方面的
信息，并进行脱氧核糖核酸(DNA)分析，最终确定这是王
莲新品种，其基因构成与另外两种王莲差别很大。相比之
下，玻利维亚王莲与小王莲较接近，两者在大约100万年
前分化形成。

研究报告作者之一亚历克斯·门罗说，掌握王莲的新
数据并识别出王莲新品种是植物学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发现和记录植物的多样性对保护植物至关重要。

据新华社

现年 36 岁的当地居民莎拉告诉媒
体，她最初听到“哒哒哒”的声音，还以为
是游行环节的毛瑟枪“表演”。

“我四处张望，没看见毛瑟枪。‘哒哒
哒’的声音还在继续。”莎拉说：“我又听
到一连串‘哒哒哒’，我就嚷起来，‘这是
枪击！快逃！’”

另一名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巡
游队伍中的少年乐队正在一边步行一边
演奏，后排的乐手们突然拔腿奔逃，没反
应过来的观众甚至还在为表演鼓掌，随
后人们赶紧起身撤离，还有人发出惊呼。

据《纽约时报》报道，一名死者是76岁
的尼古拉斯·托莱多。“我们全都震惊了。”
老人的孙女卡契尔·托莱多说：“我们一开
始还以为这是游行安排好的节目。”

警方推测，枪手只有一人，是从一栋
商业大楼屋顶向街上民众开枪。警方在
现场找到一把步枪，随后锁定22岁男子
罗伯特·克里莫为枪击嫌疑人，4日晚些
时候把他逮捕。电视画面显示，警察包围
一辆汽车，克里莫举着双手从车里走出
来，随后被警方带走。暂不清楚这名枪手
的作案动机。

海兰帕克市位于全美第三大城市芝加
哥以北大约40公里处。美联社以执法部门
为消息源报道，枪击发生在10时15分左右，
当时游行活动已经进行到四分之三。

随着枪声接连响起，人们尖叫奔逃。
母亲推着婴儿车、孩子骑童车惊叫逃离，
还有人推着坐轮椅的老人。地上散落着
童车、童帽、没吃完的薯片、开了封的巧
克力饼干等，许多童车上插着美国国旗。

一段发布于社交媒体的手机视频显
示，枪声急促地连响大约 30 下，停了片
刻，又响了大约30下，其间可以听到一名
女子惊呼：“天啊，发生什么了？”这段视
频的真实性尚未得到核实。

一名当地记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
示，她面前的一辆巡游车上，乐手们仍在
卖力吹奏着乐器。在盖住周遭声响的响
亮旋律中，观看巡游的人突然飞快地跑
过来。

据初步统计，枪击造成至少 6 人死
亡、至少36人受伤。墨西哥官员说，死者
包含至少一名墨西哥公民，另有两名墨
西哥人受伤。

北岸大学医学中心急诊科主管布里
格姆·坦普尔说，这家海兰帕克地方医院
接收到 26 名伤员，其中 25 人受枪伤。伤
员中，年龄最小仅 8 岁，最大 85 岁；估计
有四五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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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接连响起，游行的人们尖叫着奔逃

“最初听到枪声，还误以为是节目‘表演’”

据美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4日
报道，在美国“独立日”枪击案发生
之前，美国联邦执法部门曾发出警
告称，当前美国社会动荡、国内极端
分子活动频繁，美国社会治安处于

“高度威胁的环境”之下。
报道说，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期

曾表示，最近美国国内发生一系列
争议性事件，比如举行国会山暴乱
听证会等，美国国内一些“极端分
子”及“独狼”袭击者，在近期以及可
预见的未来，有可能制造一波“暴力
事件”。上月，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
历杭德罗·马约卡斯也曾表示，“发
生在全美多个社区的暴力事件表
明，这个国家仍然处于高度威胁的
环境中”。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据美国网站“枪支暴力档案”最
新数据，美国今年超过2.2万人因枪
支暴力失去生命。其中，造成至少4人
死伤的恶性枪击事件已达309起。

然而，这个“独立日”还未过去，
美国枪击案数据又更新了。

4日晚，费城举办“独立日”音乐
会和烟花表演。据一名目击者拍摄
的视频，现场观众摩肩接踵，还有年
轻父亲将女儿扛在肩头，人们一起
仰望空中升起的烟花。“砰砰”声突
然响起，一时间与烟花爆炸声难以
分辨，很多人先是一愣神，随后掉头
逃跑，有人发出尖叫。

另一段俯瞰现场的视频显示，
空中绽放的绚丽烟花之下，很多人
正在奔逃，街道转眼间冷清下来，徒
留烟花一朵接着一朵继续绽放。

枪击案造成至少两名警察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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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四散逃走
徒留烟花在空中绽放

枪击案之前
美执法部门曾发警告

新闻链接

世界最大睡莲 叶片直径逾3米

海兰帕克市警方称，22 岁的克里莫
拥有至少4把合法购买的枪支，包括一把
AR-15步枪、一把螺栓式步枪、一把散弹
枪和一把手枪。此次作案时，他使用的是
一把大威力步枪。克里莫通过巷子里的
梯子爬上一家商店屋顶，之后对游行队
伍进行无差别扫射。

报道还称，克里莫在家中三个孩子
中排名老二，有意大利血统，被称为“唤
醒说唱歌手”，网路电影数据库（IMDB）
将其描述为“6英尺高的嘻哈天才”（6英
尺约为1.82米）。

枪击发生后，周边多个城市取消游
行、烟花表演等活动。

在记者会上，海兰帕克市市长罗特
林说，人们当天本该庆祝“独立日”，却变
成哀悼枪击事件遇害者，继续在枪支暴
力的阴影中挣扎。

一个美国老兵组织在社交媒体上悲
哀地反讽道：“还有什么比 7 月 4 日发生
的恶性枪击事件更具有美国特色吗？”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说，他和妻子
为“枪支暴力感到震惊”，这起枪击事件

“再次给美国社会带来悲痛”。

凶手拥有至少4把合法购买的枪支

枪击现场遗留的椅子 新华社发

凶手克里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