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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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告
●成都名德诚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 明尧法人章编号51010757
88532遗失作废。
●温江区果辉商务信息咨询部
公 章 编 号 5101150084478， 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150084479，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15008448
0， 杨军辉法人章编号5101150
084481均遗失作废。

物业移交公示
城南天府全体业主：

我公司开发的火车南站枢
纽城市综合体项目已于2014年
1月竣工验收， 该项目的公共
配套物业即公共楼梯、 共用电
梯、公厕、架空层、连接平台等
移交给物业管理公司成都交投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经
营管理。 公共配套物业产生的
收入、 成本归全体业主所有
（移交的公共配套物业具体内
容见小区公示）。公示时间：2022
年7月29日至2022年8月5日
成都交通枢纽场站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2022年7月29日
●成都词汇表网络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95660157）遗失，
声明作废。
●陈国理 51293019**08148757
持有的2002年5月江安河村委
会开具的一次性购买武侯区金
花街道江安河社区五组100平
方米建设用地权、 金额15200
元的收款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祥万庆劳务有限公司原
法人王涛法人章（编码：5101
055154143）遗失作废。
●公告： 彭州市望子成龙文化
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办学许
可证正、 副本（教民151018270
001169号）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周朝举51302719XXXX094818
持有的2002年5月江安河村委
会开具的一次性购买武侯区金
花街道江安河社区五组100平
方米建设用地权、 金额15200
元的收款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何发瑞 51293019**01288753
持有的2002年5月江安河村委
会开具的一次性购买武侯区金
花街道江安河社区五组100平
方米建设用地权、 金额15200
元的收款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何燕林51293019**07028766
持有的2002年5月江安河村委
会开具的一次性购买武侯区金
花街道江安河社区五组100平
方米建设用地权、 金额15200
元的收款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高新区瑜李商务服务部（92
510100MA6ABLDJ2M）公章（编
号5101096116052）遗失作废。
●郫都区荣胜和天鹅火锅店财
务专用章编号 5101245049819
遗失作废。
●四川俊程永兴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
075935597）遗失作废。
●道孚逸云酒店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3326MA
66T4PX12）副本遗失作废。
●宋全兵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江
安河社区五组购买土地使用权
（面积86.4平方米，金额17380.00
元，购地时间2001年6月）的票据
因搬家遗失，特此声明。

●成都
雅本联
行商业
管理有
限公司
公章编
号5101
235059
200遗失作废。
●凉山州双鼎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34375016458， 龚莉
伟法人章编号5134375016461，
均遗失作废。
●成都迪优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原法人章（姓名：杨大琴，编号
5101008629968）遗失作废。

●宋利蓉的第二代身份证5110
23197609065064于2022年7月
29日遗失， 声明登报之日起非
本人使用造成后果与本人无关
●成都圣悦保健服务有限公司
李伟法人章编码：5101060343
706， 公章编码：51010603437
03，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原法人章
（姓名： 张孝军， 编号510100
3058694）、 公章 （编号51010
03058692）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创马汇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 (编码：5101079
993293)、周勇岗法人章(编码：
5101075772460)遗失作废。

●成都裕皓商贸有限公
司杨丹法人章（编码：51
01840054752）遗失作废
●成都东缘物流有限公
司车牌号为川AAT09挂的营运
证正副本遗失作废。
●郑群珍身份证（号51112119780
9166700）2022年7月29日遗失

●成都树高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09395911）、财务专
用章（编号：5101009395912）、
李树高法人章（编号：51010852
44987）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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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总统阿尔韦
托·费尔南德斯28日任命
国会众议院议长塞尔吉
奥·马萨主管一个“超级经
济部”，以应对通货膨胀飙
升、本币大幅贬值引发的
经济困难。

费尔南德斯当天改组
内阁，合并原先的经济部、
农牧渔业部和主管制造业
的生产发展部，任命马萨
主管新的经济部。

原经济部长西尔维
娜·巴塔基斯将转任阿根
廷国家银行行长，原生产
发展部长丹尼尔·肖利斯
将重新出任驻巴西大使。

马萨现年50岁，是中
左翼执政联盟内的重要人
物。他预计在8月2日众议
院特别全体会议上辞去众
议长职务，出任阿根廷一
个月来的第三任经济部
长。

前任部长巴塔基斯是
左翼经济学家，政策主张
被认为偏向激进，本月4日
刚宣誓就职，接替两天前
突然辞职的马丁·古斯曼，
后者政策立场相对温和。

路透社分析，最新内
阁改组和人事调整揭示执
政联盟内不同派系围绕政
府经济对策的分歧。

就在政府宣布马萨新
职务消息的几个小时前，
阿根廷中央银行宣布今年

第七次加息，把基准利率
提高8个百分点至60%。为
遏制通胀，央行连续出台
多项举措，迄今效果不彰。
上周，阿根廷本币比索对
美元汇率跌至历史低点。

法新社报道，作为拉
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阿
根廷4500万人口中贫困比
例大约37%。今年上半年，
通胀率超过36%。政府债
务高企，外汇储备低至“危
险”水平。

马萨律师出身，从政
多年，曾当过一年的内阁
首席部长，当过布宜诺斯
艾利斯省的蒂格雷市市
长，后来当选代表布宜诺
斯艾利斯省的众议员，
2019年年底成为众议长。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他在
人口最多的布宜诺斯艾利
斯省有坚实选民基础，在
政策上属于对市场友好的
温和派，对执政联盟各派
别和在野党均有较强影响
力，多年来也在阿根廷商
界和美国政界建立了人
脉。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的
一些拉美市场研究员认
为，作为“超级部长”，马萨
主管多项经济相关事务，
或许能运用其政治智慧、
发挥协调能力，为合理的
财政政策争取更广泛的政
治支持。 据新华社

英国《科学报告》杂志
28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
显示，作为入侵物种，美洲
牛蛙和棕树蛇损害农作
物，导致停电等一系列问
题，1986年至2020年间给
全球经济带来的损失估计
达160亿美元。

研究发现，美国牛蛙
呈棕绿色，体重可超0.9公
斤，对欧洲影响最大。首席
研究员、捷克南波希米亚
大学博士伊斯梅尔·索托
说，棕树蛇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随着美军行动进

入马里亚纳群岛等太平洋
岛屿，随后疯狂繁殖。这类
蛇有时数量过多，在电力
设备上爬行，造成停电。

“如今，宠物贸易是这
些物种入侵的主要途径，
尤其是因为大家想拥有最
具异国特色的蛇。”索托告
诉路透社记者。

他建议持续更新禁
止交易物种“黑名单”，另
外，有必要投入经费对入
侵物种的全球运输加以
控制，避免物种入侵后再
花钱补救。 据新华社

拉夫罗夫行前强调
重视对非关系

拉夫罗夫启程的前两天，他在非洲
国家主流媒体刊文写道：“发展与非洲
国家的全面伙伴关系依然是俄罗斯对
外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根据2019年10
月末在索契举办的首届俄罗斯与非洲
国家峰会上通过的战略决议，我们对进
一步加强伙伴关系持开放态度。”

文章中，俄外长指责了西方的殖
民者心态，他说：“我方非常尊重非洲
国家的主权，尊重他们决定自己发展
道路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坚定奉行‘非
洲问题非洲解决’的原则。这种国家间
关系发展的观点与前宗主国强加的

‘主仆’逻辑有着根本的不同。”
拉夫罗夫还指出，俄罗斯赞赏非洲

伙伴对乌克兰局势的平衡立场。他补充
称：“尽管面临规模上前所未有的外部
压力，我们的朋友并没有加入反俄制
裁。类似独立路线值得深深尊重。”

经过梳理发现，早在俄乌冲突爆
发之初，大多数非洲国家就选择了中
立的立场。虽然西方要求非洲国家谴
责俄罗斯，但是越来越多非洲国家坚
持独立自主外交路线，认为谈判才是
解决冲突的重要方式。除了外交路线
的因素，也有专家分析认为，俄罗斯和
非洲国家军事、经贸等领域的往来密
切，选边站和加入反俄阵营不符合非
洲国家的利益。

另外，俄罗斯和非洲国家的友谊
可以追溯到20世纪。在拉夫罗夫的非
洲行中，有两个细节足以印证。一个细
节是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在会见拉夫
罗夫时表示，乌干达没有理由批评和
反对俄罗斯，并称赞俄罗斯是非洲反
殖民主义斗争的伙伴。穆塞韦尼社交

媒体的发帖更是直言不讳，“我们已经
原谅了对我们做过坏事的人，和他们
一起合作，我们不能反对从未伤害过
我们的人。”

另外一个细节是刚果（布）外长
让-克洛德·加科索与拉夫罗夫用俄语
进行了交谈。据俄罗斯媒体披露，让-
克洛德·加科索用俄语迎接了拉夫罗
夫。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他也用俄语
与记者交谈，讲述了自己在列宁格勒
学习俄语的经历。

俄罗斯和非洲
将在哪些领域展开合作？

拉夫罗夫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埃及是俄罗斯在非洲最大的经
贸合作伙伴。2021年两国贸易额增长
4%，达到48亿美元。截至2022年，470家
俄罗斯公司在埃及市场工作。拉夫罗
夫在评论与埃及发展双边经济关系的
问题时提到，俄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经
签署了建造该国首座埃尔达巴核电站
的合同。另外，在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
易区的背景下，该区域变得更有前景。

在刚果（布），俄罗斯援助了一批
猴痘病毒检测盒作为人道物资。两国

还有意扩大军事以及军事技术合作。
俄罗斯和乌干达在农业和空间技

术等领域进行了合作。两国同意将共同
建立一个实验室来帮助预防传染病。

俄罗斯和埃塞俄比亚将继续加强
在经济、贸易、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

谁是粮食危机的“罪魁祸首？

日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了
一篇题为“俄罗斯的饥饿战争”的文
章。文章说，“俄罗斯在社交平台上散
布虚假信息，重点目标指向反西方情
绪强烈的非洲等地区。这些信息是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是造成粮食
短缺的罪魁祸首”。

随着“乌克兰粮食安全运输倡议”
协议在土耳其的签署，拉夫罗夫非洲
之行，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

其实早前，拉夫罗夫就表示，尽管遭
受西方制裁，俄罗斯仍将继续履行向非
洲国家供应粮食、化肥和能源的义务。

在埃及，拉夫罗夫说，俄方将履行
对埃及出口粮食协议，双方“就粮食危
机成因达成共识”；在埃塞俄比亚，拉
夫罗夫将粮食危机归咎于西方。他指
出，“西方政府没有任何实质性理由使

用数万亿美元购买食品；化肥价格上
涨是西方所谓绿色转型的鲁莽政策造
成的，他说这种政策歧视了传统能源；
国际食品价格的上涨早于俄乌冲突。”
简言之，西方的政策和俄乌冲突发生
后的不恰当的反应，导致了粮食危机。

俄罗斯非洲关系发展走向何方

作为俄罗斯加强对非关系的重要
峰会，第二届俄非峰会举办的具体地
点引发国际媒体关注。不过，拉夫罗夫
并未在非洲之行中透露更多俄非峰会
举办的信息。

第一届俄罗斯与非洲国家峰会由
俄罗斯倡议，在俄总统普京和埃及总
统塞西的主持下，于2019年10月在索
契召开。有媒体曾评论，“举办俄非峰
会，是俄罗斯重返非洲的方式”。

普京日前在会见塞内加尔总统萨
勒时的表态，对未来俄非关系作了定
义。他表示，俄非关系处于新的发展阶
段，俄方高度重视同非洲国家的关系。
非洲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不断增强。非
洲各国与俄罗斯有着传统友好关系，非
洲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俄罗斯将进一步
发展与非洲各国的关系。 据央视新闻

欧盟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
但追随美国脚步不断加码对俄罗斯制
裁，反而加剧了自身能源短缺和通胀
压力。欧洲多国近期纷纷推出重启煤
电项目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之困。但多
国专家质疑这种“权宜之计”不仅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能源短缺问题，还在能
源转型之路上倒退，在减碳方面对己
对人采取“双重标准”，甚至可能破坏
发展中国家的努力。

一方面，近期德国、意大利、奥地
利、荷兰、丹麦等多个曾大力呼吁放弃
煤炭、倡导环保的欧洲国家相继宣布
重开煤电厂，或支持煤电项目。过去数
月间，这些欧洲国家中有的因拒付卢
布而停止与俄方的天然气供应合同或
遭到俄方停气，有的则暂停与俄方的
天然气管道认证程序。

另一方面，欧盟官员也改变态度或
闪烁其词。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和能源
事务发言人蒂姆·麦克菲公开表态称，由
于欧洲能源格局出现新变化，欧盟成员
国能源结构及相关计划将有所调整，包
括重启部分煤炭产能。负责内部市场的
欧盟委员蒂埃里·布雷东称，只要一个国
家向其他国家证明在获取天然气供应方
面已尽其所能，便可重启煤电厂。

质疑一：政策倒退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直

指，“能源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是对俄
罗斯制裁，而非减碳政策，欧洲选择
（对俄制裁）这条路让自己陷入衰退”。
他警告说，对俄实施能源制裁在打击
了俄经济同时，也必然给欧洲自身带
来严重危机。

德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西南石油
大学碳中和首席科学家雷宪章认为，
俄罗斯天然气一旦断供，欧洲势必重
新启用燃煤发电，原来的能源转型、碳
减排政策必然受到影响。

此外，还有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眼下
正寻求从美国等替代方增加化石能源进
口，但这不仅可能带来成本高、工期长等

问题，还增加欧洲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挤
占欧盟投资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资源。意
大利环境经济学教授安德里亚·扎蒂认
为，此举可能大幅推迟欧盟向可持续能
源过渡的进程。

质疑二：双重标准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
德希尔表示，欧盟对俄制裁“弄巧成
拙”，为寻求能源安全，转向化石能源，
严重违反全球气候行动。“作为碳污染
主要受益者的欧洲国家采取了明显影
响环境保护愿望的能源政策，这是双
重标准的表现。”

“穷国被富国逼到了角落。”阿德希尔
说，“随着欧洲国家转向化石能源，肯尼亚等
国的努力现在面临重大倒退风险。”

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政治与国际关
系学教授谢里夫·加利说，欧洲对非洲出
口产品征收的高额“碳关税”，不利于非
洲国家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尼日利亚等
非洲国家原油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欧
洲，欧盟有意放松对自己要求，但又不放
松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要求，这
是典型的“双标”行为。

质疑三：困局难破

总体来看，欧洲能源危机短期内
很难破局。

欧盟委员会5月公布方案，计划
斥资2100亿欧元在2027年前把对俄
化石燃料依赖降为零。然而，欧盟审
计机构欧洲审计团7月26日在报告中
警告说，由于面临资金困难等重大现
实挑战，欧盟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战
略恐怕无法实现。

欧盟成员国7月26日达成一项政
治协议，采取自愿措施将今年冬季天
然气需求减少15%，以提高欧盟能源供
应安全。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环境与
社会部高级研究员郭江汶认为，“欧洲
能源困局持续时间可能会超出预期，
并带来中长期的明显通胀”。据新华社

俄罗斯政府28日说，
正与美国方面就交换在押
人员磋商，还没有敲定具
体协议。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
特里·佩斯科夫当天答记
者问时作出上述表述，没
有发布更多细节。他同时
说，这类事通常在幕后对
话，达成协议后才会公开。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27日说，美方已向
俄方发出“实质性提议”，
以争取俄方释放美国女子
篮球运动员布兰妮·格里
纳和前海军陆战队员保
罗·惠兰，但没有说明美方
将以何人交换。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
的话报道，白宫有意以释
放俄罗斯军火商维克托·
布特作为交换。

格里纳今年2月从纽
约飞抵莫斯科时被拘留，
警方在其行李中发现含大
麻油的电子烟，指控她走
私毒品。如果罪名成立，最
重可判处10年监禁。格里
纳本月27日出席法庭听
证，下一场听证会安排在8
月2日。

惠兰2018年12月在莫
斯科一家酒店被逮捕，受
到间谍罪名指控。俄罗斯
一家法院2020年6月裁定
他间谍罪名成立，判处他

16年监禁。
布特2012年在美国被

判25年监禁，罪名是非法
售卖至少数百万美元的武
器。据美联社报道，俄方先
前多次表达希望他获释的
意向。

布林肯27日说，他近
日将同俄外交部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通电话，磋商交换
在押人员事项。就两国外长
通话一事，俄罗斯外交部
表示，美方尚未经由外交
渠道正式同俄方接触。

就交换在押人员事
宜，俄外交部发言人玛丽
亚·扎哈罗娃28日说，俄美
两国总统讨论过相关事
项，并指示有关部门谈判，
但目前尚未取得进展。她
强调，谈判应“兼顾双方利
益”。路透社报道，扎哈罗
娃所提俄美总统的接触显
然发生在俄罗斯对乌克兰
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前。

俄美曾于今年4月底
在土耳其交换在押人员。
俄方释放因酒后袭警入狱
的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特
雷弗·里德，美方释放因走
私毒品罪名获刑20年的俄
罗斯飞行员康斯坦丁·亚
罗申科。外界当时对处于
极度紧张关系的两国作出
这一举动备感意外。

据新华社

阿根廷总统宣布组建“超级经济部”
并任命“超级部长”抓经济

俄罗斯说
暂未与美国就“换囚”达成协议

美洲牛蛙和棕树蛇
几十年来致全球经济损失160亿美元

俄罗斯是粮食危机的“罪魁祸首”吗？未来和非洲的关系如何发展？

俄外长非洲四国行有何深意
■ 当地时间7月24日至28日，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非洲四国，分别到
访埃及、刚果（布）、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
他表示，俄重视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全面
伙伴关系，这是俄罗斯的优先事项之一。

■ 俄乌冲突以来，非洲的立场一
直引发关注。在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俄
外长访非有何深意？俄罗斯是西方所说
的粮食危机的“罪魁祸首”吗？未来俄罗
斯和非洲的关系将如何发展？

欧洲多国重启煤电项目 能源政策倒退？
专家质疑：弄巧成拙+双重标准

当地时间2022年7月25日，刚果共和国奥约市，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左）与刚果共和国外交部长加科索（右）举行
联合新闻发布会。 图据视觉中国

德国法兰克福一处热力发电站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