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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进展！俄乌就粮食出口接近达共识

俄乌“联合检查”运粮船
土耳其确保运粮船安全

俄罗斯和乌克兰关于恢复
乌方粮食经海路出口的谈判13
日取得重大进展，准备下周签署
协议。

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
联合国代表13日在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举行会谈，讨论粮食出口
事宜。土耳其国防部长胡卢西·
阿卡尔会后发表“初步声明”，说
协议将于下周签署。

阿卡尔说，俄乌两国将在港
口对运粮船只开展“联合检查”；
土耳其将确保运粮船只安全，并
将与俄乌双方一道设立一处协
调中心。

家装办公装修翻新13551209014
●低价急售！ 南门中海右岸次
新房精装中庭套三单卫无中介
住宅191万！微信15881114786

房屋租售
●成华区新鸿路地铁口成钢商
厦B座2-4层招租,临街,权证齐
(国企),商办;钢构建筑，2516平
方米，租期5年。联系人李先生，
15902857009
●青白江青江中路336号办公
楼2-5层出租,临街,权证齐(国
企),1964平方米，租期5年。联系
人余先生，电话13882086069
●青白江教育街115号办公楼
2-6层出租,临街,权证齐(国企),
建面2753平方米, 租期5年。联
系人王女士，电话13438153492
●招租： 青羊区长顺上街118
号宽窄巷子口边的口福小君食
品店，临街营业店面。联系人：
杨明发，电话15308038339

声明·公告
●肖浪51012319820315033X于
2003.12.30获批的道路与桥梁
助理工程师职称证书遗失作废
●杨远钟， 身份证号：500226
198706042456，2017年3月3日
取得中级市政工程专业的专业
技术职务资格证书遗失作废。
●成都搜房三百六十度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
01000157660）、 财 务 章 （编
号：5101000157661）遗失作废。
●成都博誉投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0724
155716， 发票章编号：510100
9177311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同安街办尚智通讯
器材经营部法定名称章编号：
5101129906385遗失作废。

债权债务申报公告
因四川万尼腾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拟进行股权转让， 为保护债
权人利益， 经公司研究决定将
对公司自成立以来至本公告发
布之日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包
括抵押、担保等）进行清理、统
计。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
告首次刊登之日起45日内携带
相关证明材料申报债权债务，
逾期将视为弃权处理， 由当事
人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联系人：张先生、蒋女士
联系电话：0834-6190317、

18283466508、13568653503
特此公告。

四川万尼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5日

●成都金音符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公章 （印章编码：5101075
036835）遗失作废。

爱美科公司解散清算之债权人
公 告

成都爱美科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208
33262677) 股东会已决议解散
本公司， 现已依法成立了清算
组。 请全体债权人自本公告登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提供相应有效债权凭证，并
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将按相关
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成都爱美科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368290873
联系人：兀老师
●企凡（成都） 科技有限公司
原法人廖萍丽法人章编码：51
01095593761， 原法人高佳法
人章编码：5101095519789，均遗
失作废。

●四川共进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101
002010686）遗失，特此声明。
●成都市天淀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250032
850遗失作废。
●成都美德尔商贸有限公司廖
华 容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04011
7819，遗失作废。
●成都佐峰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码：51010755251
21，遗失作废。
●成都市思为家用电器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63940542543, 日期 :
2017年8月31日)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市思为家用电器有限公
司2016年8月转维修质保金贰
万元整到成都国美电器售后服
务有限公司,纸质收据遗失作废

●四川寅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公章编号510107586
8166、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8
68168、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
868169、 熊静媛法人章编号
5101075868170遗失作废。
●成都全能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原法人钟建国章编码：510109
0009627，遗失作废。
●成都唐付旺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85415869，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8541587
0，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8541
5871， 唐元勇法人章编号5101
085415872均遗失作废。
●成都悦源堂药房有限公司原
法人许多林法人章（编号：51
01095600200）遗失作废。
●成都艾克奇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公章（5101009563540）遗失
作废。

●四川尚 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母雁法人章（编
号：5101040141660） 遗失
作废。
●蒲江县鹤山街道赵言
江货运部发票专用章（编
号：5101315040718） 遗失
作废。
●成都阳光飞扬英语培
训学校财务专用章（编
号：5101070028752）遗失
作废。
●成都蒂彼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公章编码：510106
0141156，遗失作废。
●成都科汇誉城科技有
限公司原法人刘欣法人
章（编号：5101100194579）遗失
作废。

●成都枫零叶商贸部公章（
编号：5101060592532）遗失作废

●潘旺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号
00958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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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BBC）12日报道
了其展开的一项调查。调查显示，此
前驻阿富汗的英国“特种空降部队”
曾多次杀害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
民。令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他们还
展开“杀戮人数的竞争”，比赛谁杀
的人更多。此外，调查还发现相关部
队涉嫌伪造现场，以掩饰杀害无辜
平民，以及长官知情不报等情况。

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杀害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军方报
告显示，其中一支中队可能在一次
为期6个月的部署中非法杀害了多
达54名阿富汗人，这支中队主要在
阿富汗赫尔曼德省行动。

易卜拉欣就是其中一名被杀害
的阿富汗男子。英国军方的报告称，
易卜拉欣被击杀是因为他当时挥舞
手榴弹。但联合国的调查显示，易卜
拉欣只是一个没有携带武器的平
民，没有造成任何安全威胁。

易卜拉欣的儿子阿卜杜勒·瓦
利说：“我们家没有任何武器，他们
什么也没有找到。在那几天前他们

就来过，搜查整个房子，但他们什么
也没有找到。”

“空投武器”伪造交火现场

报道援引几名英国“特种空降
部队”前成员的话揭露称，其下辖的
几个中队展开了杀人数目比赛，而
被BBC调查的这支中队在驻扎期间
正试图“赶超”此前部署在这里的另

一支中队。
报道称，英“特种空降部队”以

“藏有武器”和“交火”为由，杀死了
多名阿富汗男子。然而，有证人表
示，他们目睹了这支部队在夜袭中
杀害平民。他们说自己看到英军人
员采用所谓的“空投武器”做法，也
就是在现场放置AK-47步枪以伪造
现场，以此掩饰自己杀害了手无寸

铁的平民。同时调查显示，这些突袭
行动中，并没有任何英军人员受伤
的报告。

部队前负责人被指知情不报

报道指出，英国特种部队前负责
人马克·卡尔顿-史密斯早在之前就
听取了有关其部队“非法杀戮”的简
报，却没有将证据转交给英国皇家宪
兵，甚至在皇家宪兵队开始调查此事
后，他依旧没有提交这些证据。

英国国防部表示无法对具体指
控发表评论。英国工党等要求对此
事进行调查。

英军滥杀阿富汗人的报道在网
络上引发舆论哗然。有网友表示“他
们（英军）在中东和阿富汗所犯的战
争罪远远多于被报道的，西方必须
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还有网友现身
说法，“是的，我曾目睹英军每天杀
害平民，澳大利亚军队也是如此，他
们甚至杀害农民和路人，太残忍了。”

澳军方证实，2005年至2016年期
间，25名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士兵在23
起事件中杀害包括平民在内的39名
阿富汗人。 央视新闻客户端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新党首
选举首轮投票13日举行。8名竞
选人中，2人因未获得足够数量
议员支持出局，英国前财政大
臣里希·苏纳克所得票数最高。

根据英国议会下院保守党
议员团体“1922委员会”公布的
竞选规则，议会下院358名保守
党议员参与当天的投票。

结果显示，苏纳克获得88
票，前国防大臣彭妮·莫当特67
票，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
50票，前国务大臣凯米·巴德诺
赫40票，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
主席汤姆·图根达特37票，总检

察长苏拉·布雷弗曼32票。
由于未达到至少30名议员

支持的“门槛”，前外交大臣杰
里米·亨特和新任财政大臣纳
齐姆·扎哈维遭淘汰。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3日报
道，亨特接下来将转而支持苏
纳克。苏纳克5日辞任财政大臣，
触发鲍里斯·约翰逊政府“离职
潮”，继而迫使约翰逊同意下台。

据美联社报道，首轮投票
排名第二的莫当特来自军人家
庭，平易近人，被认为是“一股
清流”，在保守党民意调查中支
持率一直较高。 据新华社

新华社平壤7月14日电
据朝中社14日报道，朝鲜外务
相崔善姬13日宣布承认顿涅茨
克和卢甘斯克独立。

乌克兰外交部发表声明，

谴责朝鲜这一决定。声明说，朝
鲜这一决定是试图破坏乌主权
和领土完整，作为对这一不友
好行为的回应，乌克兰断绝与
朝鲜的外交关系。

朝鲜承认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

乌宣布与朝断交

英国保守党新党首竞选
前财政大臣“领跑”

英媒曝光英特种部队在阿富汗滥杀平民

“杀人比赛”一中队半年内杀害54人

俄罗斯代表团13日抵达伊斯坦
布尔，与乌克兰、土耳其方面人员以
及联合国官员举行闭门会谈，讨论
恢复经由黑海港口敖德萨出口乌克
兰谷物事宜。

路透社以熟悉情况的多名外交
官为来源报道，各方讨论的细节包
括：在运粮船出入敖德萨港口时，由
乌克兰船只带路；在运粮船航行期

间，俄方同意停火；土耳其方面在联
合国支持下，对进出船只做检查，以
回应俄方对乌方用运粮船走私军火
的担忧。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分
管国际组织事务的俄外交部官员的
话报道，俄方已经准备为出口乌克
兰谷物的外国商船提供便利。不过
俄方希望能够检查船只以排除“走

私军火”。
俄罗斯新闻社以其他外交界人

士为来源报道，俄方的要求包括消
除因西方对俄制裁产生的“出口障
碍”，包括船只保险、后勤、运输和金
融服务等。

俄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
申科夫13日说，俄方代表团已提交
一揽子建议，以期尽快解决问题。

当地时间13日晚间，正在
以色列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在
接受当地电视媒体第 12 频道
的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排除将
使用武力作为针对伊朗的最后
手段。

据以色列当地媒体报道，
拜登在针对伊朗核问题的采访
中表示，他认为美国前总统特
朗普决定退出伊核协议是一个
巨大的错误，这（导致）伊朗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拥有核
武器。拜登称，美国在（对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采取行动的

同时，仍然可与伊朗达成削减
其核计划的协议。

拜登还表示，美国仍会将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留在其“恐
怖组织名单”之上，即便伊朗因
此拒绝重新签署伊核协议。

13日稍早时，伊朗总统莱
希对美国方面“极限施压”的
做法表示批评。他认为，美国
方面用“武力的语言”同伊朗
人民交谈是不可能的，美国应
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要总是重
复对伊朗使用“极限施压”这
一失败政策。 据央视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
不排除对伊朗使用武力

受俄乌冲突影响，欧洲深
陷能源危机，通胀加剧，欧元
疲软。当地时间14日，欧洲外
汇市场交易中欧元对美元汇
率一度跌至1欧元对0.9953美
元，再创近20年来新低。

制造地缘政治危机
美国借机打压欧元

回顾历史，尽管欧元曾经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形成对美元
霸权最大的潜在挑战，但20年
过去，依然只是潜在的挑战。这
其中少不了美国为维护美元霸
权对欧元进行的打压——过去
20年美国制造或大力拱火的几
次地缘政治危机，无一例外都
增强了美元的地位。

1999年1月1日，欧元作为记
账和转账货币在11个欧盟成员
国启动，标志着欧元诞生。这被
视为国际货币史上的重大事件，
欧洲通过统一货币整合了内部
力量，欧元被外界寄予厚望。

而就在两个月后，美国带领
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打着“防
止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的旗
号，悍然轰炸南联盟，科索沃战
争爆发。战乱让本来对欧洲十分
看好的国际资本极为恐慌，纷纷
外逃，导致欧元从诞生开始对
美元的汇率就一路走跌。在
1999年底，欧元对美元汇率跌
破1欧元对1美元的平价水平。

2000年11月，伊拉克政府
宣布将石油销售从美元改为用
欧元结算，石油输出国组织也
多次表示考虑改用欧元结算，
与石油紧密挂钩的美元霸权地
位受到威胁，之后欧元汇率继
续升值。

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发
起军事打击，但动武后没找到

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而
是让伊拉克的石油恢复用美
元结算、放弃了欧元。时任美
国众议员罗恩·保罗说，美元
与石油的关系必须得以维持，
让美元保持优势地位，任何对
这一关系的攻击都会遭到强
力反击。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
在欧债危机中推波助澜

除了发动战争，美国在维
护自己美元霸权地位上还使用
其他的手段。在欧洲遭遇主权
债务危机时，来自美国的三大
评级机构不断推波助澜，输出
和转嫁美国的次贷危机风险，
提振美元的同时令欧元承压。

2007年到2008年，美国遭
遇次贷危机，经济遭受重创。为
了救市，美联储开启量化宽松，
大量印刷美元，美元不断贬值。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一路走高，
从2007年8月的1：1.36，一路攀
升到2008年3月的1：1.58。在这
样的情况下，海量资金从美国
外逃至欧洲。

2009年10月，希腊政府曝
出债务问题。2009年12月，三大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
誉应声而动，下调了希腊的主
权信用评级，危机率先在希腊
爆发。三大评级机构还连续下
调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
爱尔兰的主权信用评级，使得
这些国家融资难度上升、成本
提高，令它们的公共债务状况
更加恶化。随着欧债危机升级，
国际资本纷纷回流美国。

美国资深媒体人丹·托马
斯认为，美国主权评级机构一
直在政治中发挥作用。

据央视财经

欧元对美元汇率再创近20年来新低

谁是幕后推手？

土总统的最终目标：
促成俄乌总统面谈

实现停火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许多船东对

派船在黑海水域运粮有顾虑，恢复乌
克兰粮食出口面临大型货船不足的难
题。海路货运费用及保险费大幅上涨。

据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方面有20
艘商船正在这一水域待命，可以迅速
装载粮食向外运输。

土耳其与俄乌双方保持良好关系，
有意促成两国就粮食出口达成协议，并
希望斡旋俄乌停火、恢复和谈。据法新
社报道，俄土总统19日将在伊朗首都德
黑兰会晤。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
埃尔多安的最终目标是促成俄乌总统
在伊斯坦布尔面谈，以期实现停火。

俄乌双方3月29日在伊斯坦布尔
开始新一轮谈判，但谈判后来中断。古
特雷斯13日警告，距俄乌双方结束冲
突、达成和平协议，“仍有长路要走”。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
斯基同日在一段视频讲话中说，乌
方代表团已向他汇报四方会谈进
展，乌方正努力恢复向国际市场供
应粮食。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对
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四方会谈取得
进展表示欢迎。

古特雷斯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举行的会谈朝着确保乌克兰农产品

通过黑海安全出口迈出了关键一步，为
危机笼罩下的世界带来一线希望。

古特雷斯表示，会谈取得了实
质性进展，有关方面已就管控机制、
协调机制、排雷等具体问题达成共
识。他希望各方在不久的将来再次
举行会谈，以便达成最终协议。

古特雷斯说，会谈取得进展表
明对话的重要性。他希望各方从中
汲取灵感，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
法基础上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小麦和
玉米出口大国。乌克兰危机升级扰
乱港口运转，叠加西方制裁影响，大
量谷物滞留在乌南部港口无法运
出，全球粮食危机加剧。

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
封锁港口，阻碍粮食外运。俄方否认
干扰乌克兰出口粮食，指责乌方在
黑海水域布设水雷、危及航行安全。
俄罗斯持续对外出口谷物，强调将
确保运粮船只安全。

联合国秘书长：对会谈取得进展表示欢迎

俄方：担心乌方用运粮船走私军火

英军在阿富汗的夜间行动 图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7月13日，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和联合国的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