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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杰哈德同意与以色列达成停
火协议，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埃马
德·奥马尔指出，部分原因是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并未参与同
以军的冲突，杰哈德独自对抗以军压力
较大。同时他指出，对于杰哈德方面提
出的释放其被关押成员的要求，以色列
并没有作出公开回应，这也为停火协议
能否得到有效执行，带来了不确定性。
他还说道：巴勒斯坦内部的立场没有统
一，此轮冲突到目前为止，杰哈德一直

是唯一对抗以色列的组织，其他巴勒斯
坦派别没有对这次冲突作出回应。

埃马德·奥马尔认为，在目前情况
下，杰哈德不排除会再次采取行动。正在
伊朗访问的杰哈德领导人纳哈拉也表
示，如果以色列未能尽快满足其要求，杰
哈德将视协议为无效，重新投入战斗。

而在以色列看来，杰哈德组织与伊
朗保持着密切关系，在以色列和伊朗关
系紧张的背景下，以色列势必将持续遏
制和打击杰哈德的发展。

接受银行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按照现状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 1： 重庆北碚区北温泉街道园丁路 5 号二楼营业用房建

筑面积 846.43平方米【参考价：248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标的 2： 重庆市沙坪坝区石小路 160 号 12 区 9/10 号 1-3 层商用房建筑面积 416

平方米【参考价：535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标的 3： 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办事处南街 43-16号门市，2楼侧面商业服务用房

建筑面积 402平方米【参考价：72.50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标的 4：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朝田村 218 号 25-8 号住房建筑面积 126.96 平方

米【参考价：80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标的 5：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43 号 5-1 号商用房地产建筑面积 526.04 平方米

【参考价：258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报名时间地点：即日起至 2022年 8月 28日下午 17:00止，有意竞买人持有效身份证明及银行进账单，

到本公司咨询报名【竞买保证金账号：户名：其他应付款；开户行：四川安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
号：81550152621090100001（汇款时注明：“资产拍卖保证金”），保证金以银行到账为准不计利息】；

拍卖时间地点：2022年 8月 29日上午 10:30， 在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天一新城北门平安银行左隔
壁楼梯二楼会议室；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原址现场展示，资料在本公司备查。

公司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一环路西一段 148号 1栋 5楼 电话：13882062994、13540303396
四川公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8月 9日

拍 卖 公 告
接受银行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按照现状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 6： 成都市青羊区金阳路 390号 2栋 3单元 2层 1号至 12 号商用

房地产建筑面积 532.52m2【参考价：449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标的 7： 成都市青羊区金沙遗址路 90 号 1 层商用房地产建筑面积

352.57m2【参考价：500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标的 8：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2 号 12 栋 3 层 2 号商用房地产建筑面

积 766.40m2【参考价：408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标的 9： 德阳市鞍山路 123 号东汽馨苑二期 1 栋 3-3 号商用房地产建

筑面积合计 725.54m2【参考价：248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报名时间地点：即日起至 2022年 8月 28日下午 17:00止，有意竞买人持有效身份证明及银行进账单，

到本公司咨询报名【竞买保证金账号：户名：其他应付款；开户行：四川安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
号：81550152621090100001（汇款时注明：“资产拍卖保证金”），保证金以银行到账为准不计利息】；

拍卖时间地点：2022年 8月 31日下午 15:00，在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 148号颐景商务楼 5楼本公
司会议室；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原址现场展示，资料在本公司备查；

公司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一环路西一段 148号 1栋 5楼 电话：13882062994、13540303396
四川公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8月 9日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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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四川西蜀精工建材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码 ：5101008661420，
损坏作废。
●四川瓦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码：5101095777
794，遗失作废。
●四川京益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60510396，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6051039
7， 李明俊法人章编号5101060
510399均遗失作废。
●高新区成新设计服务部公
章（编号：5101096253384）遗失
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市龙江路小
学（南区）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35101070071144 遗
失声明作废。

●四川晶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75595667）
遗失作废。
●高新区明其骅商务信息咨询
服务部李运华法人章（编号：
5101096154938）， 公 章 （编
号：5101096154933），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096154936）均遗
失作废。
●四川省华检技术检测服务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650
77054）遗失作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锦城支行公告“中国银行天府
广场支行个人贷款业务专用章
”印章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磊源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川AM0161） 车辆道路运输证，
证号510114014716，声明作废
●四川职呗在线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码：51
01040230000， 发票专用章编
码 ：5101040230001， 李 赫 南
法人章编码：5101040230002，
均遗失作废。

●债权债务公告：成都市锦江
区楷石中锦城幼儿园因拟将
办学属性由民办非企业单位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转设为
营利性民办学校，现向社会公
告：与我园有业务往来的单位
或个人， 如有未结清的债权、
债务关系，请持有效证件（包
括法人代表身份证、营业执照
原件等）及合法手续（收款凭
证、付款凭证等）到我园进行
登记确认。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10天内（2022年8月9日至
2022年8月18日）。逾期将按相
关法律法规处理。
成都市锦江区楷石中锦城幼儿
园，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
区锦绣大道3555号8栋
联系电话：028-87650788

2022年8月9日
●成都市新都区鑫乐鑫公益服
务中心遗失交通银行新都支行
下南街分理处开户许可证，账
号 511607017018833429546， 核
准号J6510103907002，声明作废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籍田邓氏
排骨汤锅店不慎将食品经营许
可证（许可证编号：JY251018
50027556）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锡德堂诊所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259900591）、财
务 章 （编 号 ：510125990059
2）、 徐其传法人章 （编号：
5101259900593）均遗失作废。
●四川尚佳园林景观工程有
限 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码 ：
5101008539079， 公 章 编 码 ：
5101008539080，原法人梁梅法
人章编码：5101008539082，均
遗失作废。
●成都季昌园林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原法人杨晓勇法人章编码
：5101040016987， 公章编码：
5101040005543，均遗失作废。
●四川尚佳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码：5101009428
425原法人蒲芝润法人章编码：
5101045067252，均遗失作废。
●成都商报赵雨欣记者证（编
号：B51007366000209） 遗失，
声明作废。

●成 都 泰
强机 电 设
备有 限 公
司公 章 编
号：510100
9504459遗
失作废。
●四 川 正
洋腾 鑫 建
设有 限 公
司财 务 专
用章（编号
510185002
3710）遗失
作废。
●成 都 华
兴恒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
章编码：5101075085209， 遗失
作废。
●四川京海路桥监理咨询有限
公 司 公 章 5101050002561、 财
务章5101050002562、 发票章
5101060077681、 王洪春法人
章 5101008361785均遗失 ，声
明作废。

●成都蜀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08847976， 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847980，
魏巍法人章编号510100884798
1均遗失作废。
●四川蜀国金投社会经济咨询
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55164
223，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55
164224， 魏昊法人章编号5101
055164225均遗失作废。

●成都新帝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5101008111905， 伍文胜
法人章编号5101326038843均
遗失作废。
●成都星之 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12MA61U4W821
和法定名称章编号：51011290
20575遗失作废。

●双美蓝润(成都)餐饮店公章
编号：5101100391380遗失作废
●成都中远恒实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3430653328） 正副本
、 公章 5101009561025、 财务
章5101085524117、 发票章510
1085524149、 陈剑法人章5101
085530220均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亿多超市有限公司人民
中路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MA6C
9X5BXN，声明作废。
●成华区念辰凯五金经营部公
章编号5101085463337遗失作废
●成都掌门人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245132656，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24513265
7均遗失作废。

据英国邮政公司统计，英
国邮政私人储户7月提取现金
总额达8.01亿英镑（约合65.4
亿元人民币），为有记录5年来
最高，同比涨幅超20%。

英国广播公司8日报道，
英国政府委任的“现金获取”
独立评估负责人娜塔莉·塞尼
说：“现金使用量十多年来一
直在下降，（新冠）疫情加速了
这一趋势，但如今恢复增势，
绝对是因为生活成本危机。”

塞尼说，大家知道如果用
信用卡支付，很容易超支，花现
金可以提醒自己控制预算。“大
家会取出现金，放进罐子里，告
诉自己‘这就是我能用来支付
账单的钱，这就是我用来买食
物的钱，这就是仅剩的钱’。”

英国各地邮政储蓄分支

机构7月处理的现金存取总额
为33.2亿英镑（271.1亿元人民
币），比6月多1亿英镑（8.2亿
元人民币），其中私人提款额为
8.01 亿英镑，比上月增加近
8%。邮政公司5年前开始相关
记录以来，这是单月提款额第
二次超过 8 亿英镑，上次是
2021年12月，一般年底会有提
款额上升的现象。

英国能源、食品等基本生
活物资价格正以40年未见的
增速飞涨，加重民众财务负担。
按照塞尼的说法，人们“真是在
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邮政公司银行业务主管
马丁·基尔斯利说：“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更加依赖
现金，尝试以此控制预算。”

据新华社

古巴马坦萨斯省一储油基地5日晚
遭雷击后发生火灾，7日深夜再次发生
剧烈爆炸。

据古巴媒体报道，位于马坦萨斯省马
坦萨斯港工业区的储油基地内有8个储
油罐，其中一个5日晚遭雷击后起火。刚
开始时火势得到一定控制，但强风导致大
火蔓延至另一储油罐，该储油罐6日凌晨
至上午发生多次爆炸，造成人员伤亡。火
灾产生的烟雾已向西扩散至距离马坦萨
斯港工业区约100公里的首都哈瓦那。

目前，第一个着火的储油罐的火势
已被扑灭，第二个仍在持续燃烧，燃烧
时间已超过35个小时。尽管消防人员此

前一直在采取降温措施，紧邻的另一储
油罐已受火势牵连，马坦萨斯省政府确
认该储油罐的罐盖已坍塌。据报道，其
余储油罐的大部分存油被有序转移。

据古巴公共卫生部当地时间7日晚
公布的数据，火灾及引发的爆炸已造成
至少 1 人死亡、122 人受伤以及 16 名消
防员失踪。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
尔说，扑灭这场大火“需要时间”。

古巴国家石油公司6日说，这次火
灾和爆炸事故对该国燃料供应造成较
大影响。由于燃料短缺、发电厂设备老
化等问题，古巴目前电力供应紧张，多
地采取限电停电措施。 据新华社

据波哥大消息：哥伦比亚
当选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7
日在首都波哥大玻利瓦尔广
场宣誓就职。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
厄瓜多尔总统拉索、阿根廷总
统费尔南德斯、智利总统博里
奇、巴拉圭总统贝尼特斯等多
国领导人及数千名佩特罗支持
者参加了总统宣誓就职仪式。

佩特罗在宣誓就职后的
讲话中承诺：首先，将尽快结束

国内长久以来与贩毒和反政府
武装相关的冲突，将和平带给
所有哥伦比亚人民；第二，将重
点解决社会公平和贫困问题，
调整收入分配体系并打击腐
败；第三，将通过对话凝聚社会
共识，促进国内和解。

左翼竞选联盟“哥伦比亚
历史公约联盟”总统候选人佩
特罗在6月19日举行的哥伦比
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胜，
当选哥伦比亚总统。据新华社

当地时间8月7日，英国
伦敦的霍尼曼博物馆在当天
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向尼
日利亚归还72件贝宁王国时
期的文物，这些文物包括青铜
器、象牙制品、黄铜礼仪用品
以及扇子和篮子等日常用品。

1897年英国殖民军队远
征贝宁王国，烧毁贝宁古城的
同时对当地文物进行了大肆
劫掠，造成数千件文物流失。

霍尼曼博物馆受托人、主

席 伊 芙·萨 洛 蒙 女 士（Eve
Salomon）说：“证据非常清楚，
这些物品是通过武力获得的，
外部咨询支持我们的观点，将
其所有权归还给尼日利亚既
是道德的，也是适当的。”

今年2月，英国阿伯丁大
学和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分别
向尼日利亚归还的 2 件贝宁
王国时期的青铜器文物已运
回尼日利亚贝宁城。

据央视新闻

据德新社6日报道，瑞士
一名登山向导日前在阿尔卑斯
山区阿莱奇冰川发现一架
1968年坠毁的小型飞机残骸。
瑞士警方说，飞机残骸重见天
日与冰川加速消融有关。

瑞士瓦莱州警方5日说，
飞机残骸 4 日被发现。“调查
已经确定，这些部件来自一架

‘派珀切罗基’型飞机，它于
1968年6月30日坠毁。”

阿莱奇冰川距离少女峰、
门希山等著名山峰不远。冰川
附近一处瑞士登山俱乐部下属
山间小屋经营者斯特凡·加夫
纳6日告诉德新社，一名登山
向导偶然间发现了飞机残骸。

据瑞士《二十四点钟报》报
道，那名向导在一次带队登山
途中发现了飞机残骸。法新社
说，冰川融化导致登山路线改

变，新路线恰好经过当年飞机
失事地点。

根据瑞士《新苏黎世报》
1968 年的报道，失事飞机上
三名遇难者均来自苏黎世，包
括一名教师、一名医生和他的
儿子。当时，三人遗体被寻回，
但飞机残骸未予处理。

瓦莱州警方说，50多年前，
技术手段十分有限，难以在地形
复杂的冰川寻回飞机残骸。

加夫纳说：“大家以前就
知道那片冰雪下方埋着飞机
残骸，现在冰川消融后可以看
到，残骸散落在一片大约 40
米宽、200米长的区域。”

警方提示登山者，目前处于
夏季，冰川加速融化，可能会有
更多飞机部件、碎片从冰川中显
露出来，请登山者发现后做好标
记，及时向警方报告。据新华社

虽然当前巴以紧张局势得
以暂时缓解，但对于加沙地带
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家园
在冲突中受到波及、损毁严重。

艾哈迈德·沙姆拉赫一家人
居住在加沙城的郊区。在以军6
日的空袭中，他家附近的建筑受
到严重损毁。他说道：“我们坐在
房子门口，突然发现石块向我们
飞来，一枚导弹落在了我们旁边
的建筑里，当时我年幼的孩子
就坐在我们后面，我们一时不
知道该带他们躲到哪里，此时
石块已经从我们头顶飞过。”

幸运的是，艾哈迈德·沙
姆拉赫和他的家人没有在空
袭中受伤，但不是所有人都这
么幸运。自 5 日本轮冲突爆发
以来，加沙地带的受伤人员达
到数百人。大量的伤员给当地
的医疗系统带来巨大压力。作
为加沙最大的医院之一，什法
医疗中心在本轮冲突爆发以
来，就收治了数十名伤员。

什法医疗中心负责人穆
罕默德·阿布·萨尔米亚说道：
我们是接收这些伤员最多的
医疗机构，但是超过 40%的医
用消耗品和药品在加沙难以
获得，30%的急救药物处于短
缺状态，包括X光设备以及许
多医疗耗材都极为短缺，更何
况我们还是在抗击新冠疫情
的情况下遭到以军袭击。

受本轮冲突以及能源短缺
等因素影响，加沙唯一的发电厂
也被迫停运，当地居民用电时间
从以前每天12小时减少至4小
时。电力短缺也使当地医疗、工
业等部门的艰难现状雪上加霜。

加沙居民阿塔·福阿德说
道，我们不想再有战争了，作
为一个民族，我们有生活在加
沙的权利，我们不想要每年都
发生战争或者每隔几天就起
冲突，我们还没有从以前的战
火中恢复过来。

加沙居民马哈茂德·阿布·
法赫德感到深深的担忧，我们
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当
然恐惧也会随时降临这里，就
算我们自己不害怕空袭和导
弹，我们也会为父母兄弟和邻
居担心，我们会为亲友的安危
而担心。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

巴勒斯坦杰哈德与以色列

宣布停火
持续3天的冲突造成巴方44人死亡、360人受伤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
织（杰哈德）与以色列7日晚
达成停火协议。不过，双方均
警告，若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新一轮冲突将不可避免。

杰哈德与以色列在加沙
地带的冲突是一年多来巴以
之间最严重冲突。据加沙地带
卫生部门统计，8月5日至7日
持续3天的冲突造成巴方44
人死亡、360人受伤。

本月1日，以军在约旦河
西岸城市杰宁逮捕杰哈德在
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领导人巴
塞姆·萨阿迪等人，并在行动
中打死一名杰哈德武装人
员，双方紧张局势升级。杰哈
德随后宣布进入警戒及备战
状态，并表示将使用“最先进
武器”攻击以色列。

以军5日开始对加沙地
带杰哈德目标发起代号“破
晓行动”的空袭，迄今打击了
上百个目标。杰哈德在加沙
北部的高级指挥官泰西尔·
贾巴里和加沙南部的高级指
挥官哈立德·曼苏尔在空袭
中身亡。

在埃及斡旋下，杰哈德与以色列同意
停火。停火协议当地时间7日23时30分
正式生效。双方行动持续至停火协议生效
前最后一刻。以军在声明中说，最后一波
对杰哈德目标的打击于23时25分结束。

当地时间8日凌晨，巴勒斯坦伊斯
兰圣战组织（杰哈德）领导人齐亚德·纳
哈拉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发布会时
表示，以色列所有城市均在杰哈德导弹
射程内，以色列军队在加沙难以推进，
在50多个小时的战斗中，杰哈德处于上
风，以色列没有完成其打击杰哈德的目
标。他还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巴勒
斯坦抵抗运动的敌人，感谢伊朗人民和
政府尽一切努力支持抵抗运动。

按以色列军方说法，杰哈德在本轮冲
突中向以色列发射大约580枚火箭弹，大
多被以军“铁穹”防御系统拦截。另外，从

加沙地带发射的迫击炮弹击中当时处于
关闭状态的埃雷兹口岸。埃雷兹口岸是加
沙地带人员进出以色列的唯一陆地通道。

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托尔·文内斯
兰说停火后的平静局面依旧脆弱，呼吁
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杰哈德7日说，埃及方面承诺，将努
力说服以色列释放包括萨阿迪在内的
两名杰哈德人员。以色列总理府同日晚
发表声明说，如果杰哈德违反停火协
议，以方“保留做出有力回应的权利”。

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卷入本轮冲突。
以色列《国土报》先前评论，哈马斯是否
参与，将决定本轮冲突是否会升级。

去年5月，以色列与哈马斯等加沙
地带巴方武装组织发生严重冲突，交火
持续11天，导致数千平民伤亡。

在埃及斡旋下
杰哈德与以色列同意停火

巴勒斯坦分析人士：
停火协议执行仍面临挑战

巴以地区停火虽至
当地居民伤痛难愈

古巴一储油基地多次爆炸
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22人受伤以及16名消防员失踪

佩特罗宣誓就任哥伦比亚总统

英国伦敦一博物馆
同意归还尼日利亚72件文物

冰川消融
瑞士1968年失事小飞机残骸“现身”

英国人又爱花现金了？
只为提醒自己“省钱”

8月7日，空袭后加沙地带的废墟 图据新华社/法新

8月7日，古巴马坦萨斯省火灾现场的储油罐继续燃烧并冒出浓烟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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