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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克兰出发的一艘运粮船8
日抵达土耳其，成为俄罗斯、乌克兰
就恢复从黑海港口外运农产品分别
与联合国、土耳其签署协议后首艘
抵达最终目的地的运粮船。

《乌克兰真理报》当地时间9日报
道，乌克兰驻黎巴嫩大使馆称，黎巴
嫩的买家拒绝了8月1日首艘运送乌
克兰玉米抵达黎巴嫩港口的粮船。

乌克兰和俄罗斯均为谷物出口
大国，乌克兰素有“欧洲粮仓”之称。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大量乌克兰谷
物滞留黑海港口无法运出。黑海港
口农产品外运相关协议签署后，截
至目前，在黑海港口外运农产品问
题联合协调中心的协调下，已有四
批十多艘运粮船陆续从黑海港口出
发，向外运送粮食。

乌克兰政府本月早些时候说，
仍有约2000万吨去年收集的粮食
等待运输。

声明·公告
●成都畅达包车客运有限责任
公司所属车辆川ACY032营运证
（510100007518）遗失作废，特此
声明。
●四川锐嘉弘再生资源回收有
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码：5101
075374387，遗失作废。
●成都泰然汽车维修有限责任
公 司 公 章 编 码 ：510125003846
6，遗失作废。
●四川科瑞远航信息技术有限
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95161996
遗失作废。
●成都双流广场宾馆发票章（
编码5101225065374）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仁智幼儿园（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5101075902
38990J） 经理事会议决议因机
构非营利转营利性学校工作，
现向登记机关成都市武侯区审
批局报民非注销， 请相关债权
人债务人如有异议， 于五天内
向我单位反映情况， 学校相关
权利义务由重新登记后的营利
性学校继承。
●成都优佳体育设施工程有限
公司卢霖法人章 （编号：5101
085395738）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华润置地未来之城A-2地块（1
# -18#、20# -22#楼及地下室）
的业主：

我公司在龙泉驿区皇冠湖
以北片区车城大道以东、 滨河
路以北（现地址： 成都市龙泉
驿区秀冠街77号） 建设的华润
置地未来之城A-2地块（1#-18
#、20#-22#楼及地下室） 项目
已进入规划土地核实公示阶
段，公示内容张贴于 1号楼处的
大门出入口， 公示时间为2022
年8月 10日9时至 2022年 8月 17
日9时。

特此公告。
成都华润置地驿都房地产有限
公司

2022年8月10日
●成都树高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394437722K） 遗失，声
明作废。

●成都市新都区成程蔬菜专业
合作社公章编号 510100822654
9，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082
26550， 程清田法人章编号 51
01008226551均遗失作废。
●四川省星之 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0MA61WH9KOK 和
法 定 名 称 章 编 号 ：510109992
8378遗失作废。
●四川绿生优品现代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码：
5101820071365，周德军法人章
编 码 ：5101820071367， 均 遗 失
作废。

●成都市龙泉驿区必好时代网
居网吧法定名称章编号：5101
125020532遗失作废。
●四川中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3025054
161）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勋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95105212）遗失
作废。
●成都中远恒实业有限公司陶
剑法人章（编号：510108553022
0）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宏顺新航机械租赁有限
公司财务章 （编号：5 1010754
60421）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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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特朗普8日称，
他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
湖庄园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执法人员的突击搜查。

海湖庄园是特朗普和家人
在佛罗里达州的主要住所。特
朗普当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海
湖庄园被大批联邦调查局人员
包围、搜查和占据，他的一个保
险箱还被强行打开。他说，自己
此前已配合相关政府机构的工
作，因此此次突击搜查是不必
要的，也是不妥当的。他表示，

“此类事情以前从未在美国总
统身上发生过。”特朗普拒绝透
露联邦调查局为何会对海湖庄
园进行搜查，但这位前总统表
示这次搜查行动是“突袭”。

美国联邦调查局及美司法
部尚未就这一事件公开表态。
据知情人士透露，FBI执法人员
突袭海湖庄园的原因，或与特
朗普离任时从白宫带走了大量
机密文件有关。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8月8日报道，知情人士
透露，搜查工作于当日清晨开
始，执法人员把搜查重点放在
了特朗普办公室和个人住处所
在的俱乐部区域。白宫方面表
示对相关突击搜查并不知情。
此外，FBI进行突击搜查时，特
朗普本人并不在海湖庄园内。

报道指出，目前美国司法
部有两项针对特朗普的调查，
一项与其试图推翻2020年美国
总统大选结果和2021年1月6日
的国会山骚乱有关，另一项与
处理机密文件有关。美国国家
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今
年早些时候曾向美国国会证
实，2021年1月特朗普卸任时，
把一些机密文件带回了海湖庄
园。NARA方面曾从海湖庄园
中取回了约15箱文件。今年4月
和5月，特朗普的助手们分别在
海湖庄园接受了FBI的问询调
查，这是FBI对特朗普处理机密
文件调查的一部分。

综合新华社 国际在线

特朗普称被FBI“突袭”
或与其离任带走机密文件有关？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和以色列7日相继宣
布就本轮冲突达成停火协议。
以色列方面8日开始逐步解除
因局势紧张而在以色列南部地
区及对加沙地带采取的相关限
制措施。

以色列国防军8日宣布，
将重新开放埃雷兹口岸，允
许燃料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
加沙地带，但暂时禁止行人
进出。据以军方电台报道，口
岸或最早于9日重新向巴勒
斯坦劳工开放。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加沙
地带失业率接近48%，每天约
有1.2万名巴勒斯坦人经埃雷
兹口岸入境以色列务工。每当
加沙地带局势紧张，以方通常
会关闭埃雷兹口岸，限制巴勒
斯坦人入境。

此外，一度关闭的以色列
与加沙地带交界地区主要公
路、铁路等已于8日恢复开放。
在邻近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南部
地区，城镇和社区公共生活服
务恢复正常，居民出行限制也
已解除。 据新华社

与杰哈德停火后
以色列逐步放松相关限制

据日本《读卖新闻》当地时
间 9 日报道，日本时尚设计师

三宅一生于8月5日去世，终年
84岁。 据央视新闻

近年来，移民问题一直是美国
民主、共和两党缠斗的焦点话题。美
国的移民问题之所以一直得不到解
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党争。这
次的“运人”闹剧，移民再次被当成
了政治工具。

5日，共和党籍得州州长阿伯特
称，将把更多移民送往纽约，并嘲讽
民主党籍的纽约市长，“纽约市长亚
当斯曾吹嘘，纽约能给移民公共服
务和住房，我希望他兑现诺言，张开
双臂欢迎所有移民，好让我们不堪
重负的边境城镇能松口气。”

纽约市长自然不甘示弱。纽约
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反讽道：移民在
经历了数月穿过边境后，还要被扔
上大巴送往纽约，得州州长的所作
所为让人无法想象。

6月27日，美国执法人员在得州圣
安东尼奥市一辆遭遗弃大货车的车厢
内发现数十具移民遗体，另有多人送
医后不治，共计50多人死亡。这是美国
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人口走私致死事
件。这样的“人间惨剧”，在两党眼里，
又成了极好的党争“素材”。

得州州长阿伯特指出：如果拜
登总统能够维持特朗普总统的边境
安全措施，我们现在做的（善后工
作）都不需要了，拜登应该把特朗普
政府的有效措施重新实施。

美国总统拜登对此回击阿伯
特，称其“利用弱势群体谋利是可
耻的，围绕悲剧的政治噱头也是
可耻的”。

移民死亡的悲剧并没有触动美
国政客，造成大量移民死亡的美墨边
境乱象也没有改变。随着中期选举的
临近，两党政客反而变本加厉地拿移
民问题进行毫无人道地炒作。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刊文指
出，为了政党利益需要，美国政客口
中越来越多地将移民涌入称为“入
侵”，这让移民们担心，他们的生命
可能因此受到威胁，类似得州埃尔
帕索市沃尔玛超市枪击案这样针对
移民的案件可能再次发生。

2019年8月3日，美国得州埃尔
帕索市一家沃尔玛超市发生枪击事
件，造成20人死亡。枪手曾发表宣
言，扬言要报复“移民入侵”。

当地时间8月8日，据墨西哥当
地媒体报道，美国拜登政府以低调
的方式重启了位于美国和墨西哥
边境线上的部分边境墙修建工程，
具体位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和墨
西哥的索诺拉州之间的部分边境
线上。

美国国土安全局和美国海关
和边境保护局宣布，出于国家安全
的考虑，将重新对该地区边境线扩
充“现代化和高效的边境设施”。

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28日发表
声明说，国土安全部长亚历
杭德罗·马约卡斯批准在亚
利桑那州尤马市附近恢复建
墙，补上特朗普政府时期建
墙项目的缺口。建墙项目以
前由国防部出资，如今改由
国土安全部出资。

得州早就等不及，去年
12月便自掏腰包继续修建边
境墙。得州州长格雷格·阿伯
特当时在开工仪式上表达不
满，称州政府花钱修墙“只有
一个原因，那就是拜登政府
没有履行其职责”。据估算，
得州政府拨款以及众筹资
金，若是按照特朗普政府时
期的造价标准，可建造长达
300公里的边境墙。

2019年2月，特朗普宣布
南部边境情况构成“国家紧
急状态”，随后动用总统权
力，绕过国会正常拨款程序，

动用防务经费建造边境墙，引发一
系列政治风波和法律争端。拜登上
任后宣布结束这一“国家紧急状
态”，叫停边境墙项目，同时调整特
朗普任内实施的多项移民措施，放
宽对移民限制，引发大量拉美移民
在美墨边境聚集。

特朗普任内，“隔离墙”建成约
700公里，其中大部分是替换原有
的边境隔离设施，少数是新建的墙
体。美墨边界线长约2000公里。

综合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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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非法移民
拜登政府重启特朗普时期美墨边境墙修建工程

美墨边境墙（图片来源：墨西哥当地媒体）

“波拉内特”号货轮
为首艘抵达最终目的地的运粮船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
道，悬挂土耳其国旗的“波拉内特”
号货轮装载1.2万吨玉米，从乌克兰
的切尔诺莫斯克港驶出后航行3天，
于8日抵达土耳其的代林杰港。

这是俄乌就黑海港口农产品外
运问题分别与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
相关协议以来首艘抵达最终目的地
的运粮船。

消息称，与“波拉内特”号同一
天离开乌克兰南部港口的“NAVI
STAR”“ROJEN”号运粮船预计也
将在一周内抵达目的地港口。

以延迟发货为由
黎巴嫩拒收首艘乌克兰运粮船

当地时间8月8日，乌克兰驻黎
巴嫩大使馆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
示，由于延迟发货超过五个月，黎巴
嫩买家拒绝接收“拉佐尼”号运载的

26000多吨玉米，“拉佐尼”号正在为
这批粮食寻找新的买家，以便在黎
巴嫩或其他任何国家卸下这艘船装
载的货物。

“拉佐尼”号运粮船8月1日从乌
克兰敖德萨港出发，是“乌克兰粮食
安全运输倡议”框架下第一艘从乌
克兰出发的运粮船。

根据之前公布的计划，“拉佐
尼”号运粮船应于当地时间8月7日
上午抵达黎巴嫩北部城市的黎波里
港。8月6日晚，乌克兰驻黎巴嫩大使
馆表示“拉佐尼”号无法按时抵达的
黎波里港。的黎波里港负责人随后
证实，该艘运粮船已经从目的地名
单中删除了“的黎波里港”。8月7日，
黎巴嫩公共工程部确认“拉佐尼”号
已改变航线。

乌官员：
乌克兰已通过“粮食走廊”
出口超37万吨农产品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9日报道，乌

克兰海港管理局当天发布消息称，
在“粮食走廊”运营的9天时间里，超
过37万吨乌克兰农产品已从乌克兰
海港出口。

报道称，截至目前粮食走廊已
运营9天，12艘船离开了乌克兰港
口，向世界7个国家出口了37万吨
以上的乌克兰农产品。此外，有1
艘船进入乌克兰南部切尔诺莫斯
克港装货。乌克兰计划每月通过
敖德萨地区的港口转运300万吨
农产品。

乌克兰切尔诺夫策地区
将建设粮食转运站

乌克兰媒体8月8日报道称，乌
克兰将在切尔诺夫策地区建设粮食
转运站，第一阶段计划于2022年年
底完成。据介绍，该项目的建成将有
助于缓解目前粮食外运的拥堵状
况，预计该转运站每年能处理300万
吨粮食，同时储存多达20万吨粮食。

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

驶离乌克兰的运粮船
首抵最终目的地

首艘乌克兰运粮船在黎巴嫩被拒收

在移民危机问题上，美国的民
主、共和两党一直以来争执不断，
相互指摘、推卸责任。共和党籍得
州州长阿伯特就多次对民主党籍
总统拜登表达不满，认为是其开放
的移民政策导致了边境移民危机。
对此，阿伯特采取的方式是，将非
法移民送至民主党人主政的地方。
近几天，两辆搭载移民的客车陆续
从得州抵达纽约。

当地时间7日，第二辆搭载移
民的客车从得州出发，抵达位于纽
约曼哈顿的汽车站。美国媒体报道
称，可能有部分移民中途下车，最
终有14人抵达纽约。

此前，当地时间5日，已经有一
辆载有50多名移民的客车从得州
抵达纽约，他们来自玻利维亚、厄
瓜多尔、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有
协助这些移民的志愿者表示，许多
移民举目无亲，无处可去。有拉美
移民说道：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我
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能
我们会露宿街头。

事实上，从今年4月开始，共和
党籍得州州长阿伯特和亚利桑那
州州长杜西就先后发起“运人”行
动，用大客车将大量拉丁美洲移民
运往民主党人主政的城市。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首都
华盛顿。迄今，得州已经将超过
6000名移民送往华盛顿；从亚利
桑那州运抵华盛顿的移民则超过
1000人。被送往华盛顿的很多移
民生活状况堪忧，至今仍是无家
可归。

对此，有拉美移民说道：我们
很艰难，没有家，没有住的地方。他
们说，到华盛顿后有人会帮助我
们，能提供工作，他们说会帮助我
们，但事实是把我们扔在这儿就不
管了，像对待动物一样。

纽约市市长亚当斯和华盛顿
市长鲍泽表示，移民的涌入令当地
承压，希望联邦政府提供援助。不
过，本月5日，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
称，对华盛顿市长鲍泽上月申请部
署国民警卫队员的请求予以拒绝。

非法移民被运至纽约
美国党争闹剧再上演

拿移民当“棋子”美国党争不讲人道
{ 舆论观察室舆论观察室 }

日本时尚设计师三宅一生去世 终年84岁

8月6日，从乌克兰出发的第二批运粮船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入海口附近 新华社发

8日，韩国首都圈（包括首
尔、京畿道和仁川，韩国一半以
上人口居住于此）遭遇80年来
最强暴雨。

据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
本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9日上
午，暴雨已造成8人死亡、14人
受伤，另有多人失踪。经中国驻
韩国大使馆确认，遇难者中包
括一名中国公民。

▶首尔部分地区累计降雨
量达到417.0毫米

据韩国气象部门监测，从
当地时间8日0点到9日凌晨4
点，首尔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
达到417.0毫米，多个地区累计
降雨量超过300毫米。

8日晚，首尔部分地区1个
小时内降雨量一度达141.5毫
米，超过了有相关记录以来首
尔每小时降雨量的历史最高
值。首尔多个地段被水淹没，多
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此外，多
地还接连发生地面沉降、停电
等事故。

由于道路积水严重，首尔
市发布道路管制公告，多个路
段限制通行，首尔江南区和瑞
草区一带出现电力供应中断的
情况。暴雨还造成多地建筑受
损，首尔、仁川、京畿地区超过
400人因住宅受损，只能暂时安
置在学校、体育馆和居民中心
等地。

▶一名中国公民在暴雨引
发的山体滑坡中遇难

记者9日与中国驻韩国大
使馆确认，暴雨造成的遇难者
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据了解，
当地时间9日凌晨4时27分左
右，京畿道华城发生山体滑坡，
一职工宿舍被掩埋，导致这名
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未来几天强降雨还将持续
韩国气象部门预计，未来

几天这样的强降雨还将持续。
韩国政府提醒民众要小心防范
强降雨，以及次生灾害可能给
人员和财产造成的损失。

据央视新闻 图据新华社

9日，受强降雨影响，汉江水位上涨，岸边树木和楼梯被淹

韩国首都圈
遭遇80年最强暴雨

1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