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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近5个月
伊核协议相关方重回维也纳谈判

■ 伊朗副外长兼伊朗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阿里·巴盖
里4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多个相关
方代表举行会谈。

■ 这是伊核协议恢复履约谈判暂停近5个月后，协议相
关方重返维也纳磋商。美国方面一直间接参与谈判，美国伊
朗问题特使罗伯特·马利将通过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恩
里克·莫拉与伊朗方面对话。

■ 主持谈判的欧盟协调员、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
恩里克·莫拉说，谈判将着重磋商最新版本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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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锦江区柯南美甲工作室（注
册号：510104600526019） 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中创信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
01008805056，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5101008801730，王于法人章编
号5101008801731均遗失作废
●成都晶马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75592270 遗
失作废。
●四川悦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7545198
6， 马海英法人章编号5101075
451988均遗失作废。
●成都晨熙保洁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45026371， 发票专用
章编号：5101008592678均遗失
作废。
●成都泽天下金融服务外包有
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码：5101
129901808， 财务专用章编码：
5101129014323，原法人曾映清法
人章编码：5101129014324， 均遗
失作废。

公 告
尊敬的各位业主：

我司为绿地圣路易名邸的建
设单位, 共计建成449个地下人
防车位 (建筑面积15794.67 ) ,
具体详见附件人防车位清单。我
司将项目所有人防车位的经营
管理权移交给业主委员会进行
管理 ,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全
体业主共享。 根据人防法的要
求,战时,人防车位无条件服从防
空部门统一调配使用。

公告时间 : 自公告张贴之日
起3个日历日。特此公告！

绿地集团成都武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22年8月6日
●四川省恒德利源商贸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0913966
2）遗失作废。
●郫都区汇景园休闲庄徐世龙
法定代表人名章（编码：5101245
043934）遗失，声明作废。
●新都区大力水手餐厅公章
编码：5101259911129，发票专用
章编码：5101259911130，均遗失
作废。

●成都高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 : 5101008925631)、财
务章(编号:5101008925632)、黄平
安法人章 (编号 :5101008925633)
均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艺犀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李信法人章编号 51010759
53017遗失作废。
●成都帝泽服饰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250070378）遗失
作废。
●青羊区西九餐厅周延芳法人
章（编号：5101055155439）遗失，
声明作废。
●四川澳洲置地有限公司施孟
华法人章（编号：5101006018607）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九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95613849）遗失
作废。
●四川九微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9571556
7）遗失作废。
●四川荣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
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09282
300）遗失作废。

●成都众创谷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公章 （编号 5101095147
501）遗失作废。
●成都众筹家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95113399）遗失
作废。
●成都大比格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95113476）遗失
作废。
●成都金荒毫茶叶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 5101140075809）遗
失作废。
●成华区龙达建材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510108MA64PCP427遗失作废。
●四川匪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雷家正法人章 （编号：510108
5385859）遗失作废。
●成都享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雷家正法人章 （编号：510104
0360524）遗失作废。

为吸引游客，泰国清迈一家
廉价酒店日前推出一晚只需1泰
铢（约合人民币1角9分）的超低房
价，还赠送客人300泰铢（57元人
民币）餐饮券。

据英国《泰晤士报》4日报道，
名为Harmonize的这家酒店有77
间客房，有游泳池等设施，一晚房
价通常在500泰铢到1000泰铢（95
元到189元人民币）之间。推出超
低房价后，酒店订单激增。

位于泰国北部的清迈是旅游

胜地，2019年泰国接待游客将近
4000万人次，其中逾1000万人次
造访清迈。受新冠疫情影响，包括
清迈在内的泰国各地旅游业受重
创。今年1月1日至7月26日期间，
只有312万外国游客到访泰国。

清迈许多酒店如今打折促
销，希望在国际游客不足的情况
下，吸引国内游客到清迈消费。

当地旅游部门希望打折促销
能 令 酒 店 入 住 率 提 高 到 至 少
55%。 据新华社

美国特斯拉公司4日召开股
东大会，投票通过将公司股票“1
拆3”的方案。

特斯拉今年6月提出这一股
票拆分方案。按照4日收盘价每股
925.9美元计算，“1拆3”后每股价
格约为308美元。

拆分股票不会影响企业市值，
同样不会改变企业基本面，但拆分
可以使每股价格更便宜，吸引更多
投资者买入股票。特斯拉上次拆分
股票是在2020年8月。自那以来，特
斯拉股价上涨超过200%。不过，今
年以来其股价下跌大约20%。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在今年
早些时候发布的研究报告中说，
回溯以往，股票拆分对企业是“利
好”。上市企业拆分股票1年后，股
票平均回报率为25%，大大超出
同期股市整体平均回报率。

特斯拉并非唯一一家近年来
宣布拆股的大型技术企业。

亚马逊公司3月9日宣布按1比

20拆分股票。这是亚马逊在经历世
纪之交互联网泡沫时期之后首次
拆分股票。谷歌母公司字母表2月
宣布按1比20拆分股票。苹果公司
2020年中期宣布按1比4拆分股票。

特斯拉上月发布的第二季度
财务报告显示，特斯拉当季营收
达169亿美元，同比增加42%，但低
于第一季度创纪录的187亿美元。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
克4日说，到2022年底，特斯拉年产能
将达到200万辆，将继续新建工厂。

不过，花旗银行集团分析师认
为，特斯拉年度毛利润远低于同等
市值企业，其股价被高估，可能下
跌超过50%，建议持股人“卖出”。

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路孚特
公司的数据显示，去年减持特斯
拉股票后，马斯克仍持有15.6%的
特斯拉股份。《福布斯》杂志4日报
道，马斯克目前个人财产净值
2793亿美元，依然是世界首富。

据新华社

印度央行5日决定将基准利
率提高50个基点至5.4%，这是该
央行本财年（2022年4月至2023年
3月）第三次加息。印度央行同时
维持对印度本财年经济增长7.2%
的预测。

印度央行加息旨在抑制通胀。
从今年年初开始，印度通胀率一直

处于央行容忍上限6%的上方。
此次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测

的35个基点。市场人士认为，这有
助于提高市场对印度卢比汇率的
信心。由于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印
息差减少导致印度市场出现资本
外流，卢比对美元汇率已多次创
新低。 据新华社

据路透社墨尔本报道，澳大
利亚官方的长期监测项目4日报
告称，澳大利亚大堡礁三分之二
区域的珊瑚覆盖率达到36年来的
最高水平，但仍然容易受到日益
频繁的大规模白化的影响。

报道称，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
究所在其年度报告中说，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
大堡礁中部和北部区域的恢复与
南部区域形成了对比，棘冠海星的爆
发造成南部区域珊瑚覆盖率降低。

报道称，这份报告出台之际，
正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3月
份访问大堡礁后，考虑是否将其
列入“濒危”名录。

在衡量珊瑚礁健康的一个关
键指标中，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

究所基于对珊瑚礁的长期调查，
将超过30%的硬珊瑚覆盖率界定
为高值。

报道称，在北部区域，平均硬
珊瑚覆盖率从2017年13%的低值
增至2022年的36%，而中部区域的
硬珊瑚覆盖率从2019年12%的低
值增至33%——这是自该研究所
1985年开始监测珊瑚礁状况以来
这两个区域有记录的最高水平。

不过，在硬珊瑚覆盖率一般
高于其他两个区域的南部区域，
硬珊瑚覆盖率从一年前的38%降
至2022年的34%。

报道指出，在这次恢复之前，
出现了7年间的第4次大规模白
化，也是首次在拉尼娜现象期间
出现的白化。 据参考消息

“线形城市”的居民将能够在
不到五分钟的步行路程内，使用到
所有设施（住宅、学校、办公楼、公
园和休闲娱乐场所等）。居民还将
拥有一条高速铁路，以便在20分
钟内从“线形城市”的一端到达另
一端。该城市将不会有燃油汽车，
但会有类似“超级环”系统的高效
公共交通。所有这些预计将在2030
年实现，届时预计将创造38万个
工作岗位。

“线形城市”的一大特点是其
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该城市承诺百
分之百使用可再生能源，没有汽
车，没有公路，也没有排放。沙特当
局指出：“它的运转将百分之百依
靠可再生能源，并将人们的健康和
福祉置于比传统城市交通和基础
设施更重要的位置。”

因此，“线形城市”将像是茫茫
荒野中一条长长的金属线。“线形

城市”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将被大量
镜子包围。据设计团队称，其目的
是让城市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沙
特王储穆罕默德说：“我们正在率
领一支由建筑设计、工程和建筑施
工领域最聪明的人才组成的团队，
以实现建设这座城市的构想。”

“线形城市”的建设预算预计
为5000亿美元左右，到2030年将投
入3190亿美元。根据沙特王储的说
法，其目标是到2040年使该国的居
民达到1亿人，“其中包括近3000万
沙特人和7000万或更多外国人”。
目前，沙特约有3400万人口。

沙特王储说：“建设这一新未
来城（NEOM）项目的主要目的是
增大沙特的人口容量。既然我们是
从零开始打造未来城市，为什么还
要复制常规城市？”

“线形城市”将配备垂直分布
的农场、体育场、休闲运动场所和

机场，而这一切都将建在红海沿
岸。沙特当局指出：“对于那些有远
大梦想并希望参与以高品质生活
和环境保护为特点的新模式的人
们来说，这将是一个理想的目的地
和家园。”

但并非一切都看起来很美好，
因为沙特及其“线形城市”还必须
应对若干挑战。其中之一是NEOM
将力争实施自己的法律（目前正在
起草中）。另一个挑战与履行该国
的环境保护承诺有关。该国已承诺
到2060年实现碳净零排放。

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
在“线形城市”中较低的区域解决
光线不足问题。此外，在夏季温度
超过45摄氏度的一个区域安放大
量镜子的想法似乎不是最具可持
续性的方案。对于那些可能受光
学效应影响的动物来说，这也可
能是一个问题。 据参考消息

勃朗峰法国一侧圣热尔韦莱
班镇的镇长近日突发奇想，要对
尝试攀登这座欧洲最高峰的人收
取1.5万欧元押金，用于支出可能
发生的救援或丧葬费用。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日报
道，圣热尔韦莱班镇长让-马克·佩
耶说，太多不具登山资质的人抱着
玩命心态登勃朗峰，法国纳税人不
应为他们的冒险行为买单。

“圣热尔韦莱班计划采取措

施，以应对一些人不负责任的行
为以及他们给救援者带来的风
险。”按照佩耶说法，押金中的1万
欧元用于支出救援费，5000欧元
用于丧葬。

勃朗峰位于法国和意大利边
境，海拔超过4800米，是阿尔卑斯山
脉最高峰，为知名登山和滑雪胜地。

暂不清楚圣热尔韦莱班镇让
登山者交押金的计划如何实施。

据新华社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就美国与伊
朗恢复履约继续谈判前夕，伊朗政府敦促西方
国家“采取理性态度确保世界能源安全”，认识
到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需要伊朗石油“回归”。

伊朗敦促“去政治化”

伊朗石油部长贾瓦德·奥吉3日以视频方式
出席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
国第31次部长级会议期间表示，“去政治化”对
全球能源安全而言尤为必要，“危害能源安全和
加剧市场动荡对各方来说都是双输结果”。

本次“欧佩克+”部长级会议召开前，以美
国为首的主要石油消费国多次敦促主要产油
国扩大增产规模，以平抑石油价格，缓解国内
通胀压力。然而，本次会议最终仅决定将9月日
均产量小幅上调10万桶。

奥吉敦促西方国家“采取理性态度确保世界
能源安全”。他说，当前全球石油市场需要伊朗石
油的“回归”来满足部分客户需求，这将有助于平
衡供需、稳定市场。而兑现伊朗石油出口能力，需
要西方大国展现政治意愿、做出政治决策。

美国2018年5月单方面退出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随后对伊朗石油、金融等几乎所有重要
经济领域实施严厉制裁，伊朗日均石油出口量
从制裁前的超过250万桶大幅下降，2020年一
度低至10万桶。

市场分析认为，如果美国解除制裁，伊朗
每日可向全球市场多供应至少100万桶石油。
奥吉表示，伊朗已做好增产准备，以尽快恢复
至制裁前水平。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32次部长级
会议将于9月5日举行。

美国制裁继续加码

舆论注意到，伊朗在伊核协议相关方就美
伊恢复履约继续谈判前夕做出上述表态。伊朗
副外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阿里·巴盖里
4日抵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美国伊朗问题特使罗伯特·马利也已抵达
维也纳。他将通过主持谈判的欧盟对外行动署
副秘书长恩里克·莫拉与伊方谈判。

巴盖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期待美方
“展现出成熟且负责任地行动”。

本轮维也纳谈判重启前，美国政府再对伊朗
挥舞制裁大棒，宣布制裁涉及伊朗石油和石化产
品贸易的部分实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称，在恢复履行伊核协议前，美方将继续利用制裁

“打击伊朗石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出口”。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卡纳尼回应说，

美国政府沉迷于使用制裁作为打击他国的工
具，这是美国霸权体系的一个标志。 据新华社

印度央行宣布加息50个基点

特斯拉股东同意股票“1拆3”

泰国一酒店促销 房费一晚不到两毛钱

澳官方：大堡礁珊瑚覆盖率三分之二
恢复至36年来最高水平

法国小镇：想登勃朗峰？先交押金

2015年7月，伊朗
与美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
达成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2018年5月，
美国单方面退出协
议，随后重启并新增
一 系 列 对 伊 制 裁 。
2019年5月以来，伊朗
逐步中止履行协议
部分条款，但承诺所
采取措施“可逆”。

2021年4月起，伊
核协议相关方在维
也纳举行多轮会谈，
讨论美伊恢复履约
问题，美国间接参与
谈判。今年3月11日，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宣
布，谈判由于“外部因
素”暂停。在欧盟协调
下，伊朗和美国6月底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
恢复履行伊核协议举
行间接谈判，但未取
得进展。

伊朗副外长兼伊朗核问题
首席谈判代表阿里巴盖里分别
会见了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
长莫拉、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
代表王群和俄罗斯常驻维也纳
联合国代表乌里扬诺夫，并就相
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乌里扬诺夫随后在社交媒体
上说，双方“一如既往坦诚、务实
和建设性地就悬而未决问题的解
决方式和方法交换了意见”。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伊
朗问题特使罗伯特·马利也已抵
达维也纳，他将通过莫拉与伊朗
方面交换意见。罗伯特·马利说，
谈判将基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最近
提出的草案文本推进。按他的说
法，美方对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不
抱太高期望。

马利发出上述表态后，伊朗
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德·塔赫

特-拉万希说，伊方带着诚意谈
判，但美方至今不能保证伊方将
获得协议所承诺的经济利益。

德新社援引一名欧盟外交
官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达成协
议存在“切实可能”，但并不容
易，双方仍须就解除部分对伊朗
制裁的技术性细节达成共识。

这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外交
官说，谈判围绕最新草案展开，
其中包含如果美国再次单方面
退出伊核协议时伊方获得的保
证。伊方先前要求恢复履约后确
保伊朗经济利益。另外，双方同
意搁置此前僵持不下的一大问
题，即伊方要求美国政府把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从恐怖组织名
单中删除。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
会发言人约翰·柯比4日告诉
媒体，协议已在桌面上，伊朗

“应该接受”。

背景

观察 伊朗敦促西方
“采取理性态度
确保世界能源安全”

巴盖里(左）4日抵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没有汽没有汽车车 没有公路没有公路
沙特5000亿美元打造高科技“线形城市”

据西班牙《经济学家
报》网站7月30日报道，沙
特阿拉伯的未来城市——
“线形城市”的面纱正在一
点一点被掀开。

报道说，沙特王储萨勒
曼希望通过打造这座未来
城市，彻底改变城市世界的
样貌。这座新城将是宽200
米、长 170 公 里 的 一条
“线”，在34平方公里的区
域内可容纳900万居民。此
外，它承诺百分之百使用可
再生能源。

长
170公里

宽
200米

容纳
900万居民

“线形城市”项目近景效果图

2013

年8

月1 7

日
，登
山
者
行

进
在
阿
尔
卑
斯
山
主
峰
勃
朗

峰
附
近
的
冰
原
上

新
华
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