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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成都邦哲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10133957701， 银行：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江支
行，帐号：1001300000753665）遗
失作废。
●成都昌达通物流有限公司赵
政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055302
559）， 公 章 （编 号 ：5101055
302556），财务专用章（编号 ：
5101055302557）， 发 票 专 用 章
（编号：5101055302558） 均遗失
作废。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君智
佳森专业设计工作室公章编码
：5101100283569，遗失作废。
●成都星之 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名章 （付小琴）
编 号 ：5101129020578 发 票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129020577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12902057
6遗失作废。
●成都章光再度瑞丝美容服务
有限公司青羊医疗美容诊所张
莎 法 人 章 （编 码 ：510105520
2954）遗失作废。

●成都了不起房地产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羊黎法人章编号
5101075519285遗失作废。
●成都季昌园林景观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编码：51010400169
86，遗失作废。
●四川达鑫恒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8500919
38，陈勇法人章编号5101850091
940，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85009
1939，公章编号5101850091937均
遗失作废。
●新都区春晖医药技术推广服
务部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2
510114MA6CC1XL95） 遗 失 法 定
代表人杨映华印章， 编号：51
01250057065，声明作废。
●成都市车品万象商贸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225114
596， 蒲志松法人章编号51012
25114597均遗失作废。

●新都区百句医药技术推广服
务部 （社会统一代码：925101
14MA6CC1W86R） 遗失法人章（
姓 名 ： 谢 昆）， 编 号 ：510125
0057044，声明作废。
●四川塔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95581661）遗失
作废。
●四川开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00133
207）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成都锦环园林景观工程有
限公司原法人吴朝明法人章
编码：5101000058829， 财务专
用 章 编 码 ：5101000058828， 公
章编码 ：5101000058827， 均遗
失作废。

●成都高新区丸匹斯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李斌法人章 （编号：
5101096264440）， 公章 （编号：
5101096264435）， 财 务 专 用 章
（编号：5101096264437），发票专
用章 （编号：5101096264439）均
遗失作废。
●成华区秋柏豌杂面馆公章（
编号：5101085500167） 遗失，声
明作废。
●成都泰锐翔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75242260）遗失，
声明作废。
●成都忆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5101075170986， 遗失
作废。

当地时间8月9日，美国总统
拜登在白宫签署《芯片和科学法
案》。价值2800亿美元的美国芯片
法案落地。该法案将为美国半导
体生产和研发提供巨额补贴，希
望以此推动芯片制造产业落地美
国，加强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全球
竞争力。

白宫当天发布声明称，该法
案将为美国半导体研发、制造以
及劳动力发展提供527亿美元。其
中 390 亿美元将用于半导体制造
业的激励措施，20 亿美元用于汽
车和国防系统使用的传统芯片。
此外，在美国建立芯片工厂的企
业将获得25%的税收投资优惠。

《华尔街日报》指出，该法案
总共 1000 多页，还将提供大约
2000 亿美元用于科研，包括向国
家科学基金会划拨810亿美元，向
地区科技中心划拨100亿美元，向
美国能源部划拨680亿美元，加上
527亿美元的美国半导体研发，以
及大约 240 亿美元的税收投资优
惠，法案价值大约2800亿美元。

美国法案：
接受了美国资金的企业
就只能在美国制造

路透社称，这是美国产业政
策的一次罕见的重大尝试。拜登
当天在法案签字仪式上表示，芯
片法案是一世代才有一次的投资
美国的机会。

拜登表示，尽管美国的芯片
设计和研发保持领先，但全球只
有 10%的半导体是在美国本土生
产。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
推高了美国家庭和个人的成本，

“我们需要在美国本土制造这些
芯片，以降低日常成本，创造就业
机会。”

按拜登的说法，这项法案将
为美国整个半导体供应链提供资
金，促进芯片产业用于研究和开
发的关键投入。该法案要求任何
接受美国政府资金的芯片企业必
须在美国本土制造他们研发的技
术。这意味着“在美国投资，在美

国研发，在美国制造”。
这对其他市场而言并不公平。
据法治日报报道，此前，白宫

新闻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曾毫
不掩饰地说明法案的用意。她宣
称，法案中“强有力的激励措施”
旨在吸引半导体制造企业更多地
在美国本土而非中国进行投资。

中国专家：
强行改变国际分工格局
压缩中国行业发展

近年来，现实中的供应短缺
以及大国竞争的紧迫感，使得美
国政府愈发重视半导体制造。与
此同时，美国的芯片制造能力从
1990 年占全球总量的 37%下降到
12%。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美国
政客开始挖空心思搞限制脱钩，
试图通过力推“芯片和科学法案”
重塑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
核心地位，并遏制中国半导体产
业发展。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

指出，《芯片和科学法案》中“2022
年芯片法案”章节规定，将采取给
美本土芯片行业提供巨额补贴，
给半导体和设备制造提供投资税
收抵免等一系列措施，以鼓励企
业在美国建厂。这些条款歧视性
对待部分外国企业，凸显美意在
动用政府力量强行改变半导体领
域的国际分工格局，损害了包括
中美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的
利益。

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刘国柱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
时表示，《芯片和科学法案》是要通
过美国政府的行政手段，重塑全球
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尤其是
压缩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刘国柱还表示，《芯片和科学
法案》脱胎于《美国创新与竞争法
案》，但美国政府在具体做法上却
经常表现为“遏制公平竞争”。特
别是美国将科技问题“泛安全化”
和“泛意识形态化”，毒化了全球
市场特别是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
环境。 综合央视新闻、澎湃新闻

8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

《芯片和科学法案》正式签署询问
中方评论。

汪文斌表示，中国相关部门已
经阐明了立场，中国的贸促会、中
国国际商会等组织也发布了声明，

反对美国相关法案不当干预和限
制全球工商界经贸与投资合作。美
国该法案宣称“旨在提升美科技和
芯片业的竞争力”，但却对美国本
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的补贴，推行
差异化的产业扶持政策，包含一些
限制有关企业在华正常投资与经

贸活动和中美正常科技合作的条
款，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
曲，对国际贸易造成扰乱。中方对
此表示坚决反对。

汪文斌指出，该法所谓“保护措
施”呈现出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是
美国大搞经济胁迫的又一例证。美

国如何发展自己是美国自己的事，
但应当符合世贸组织相关规则，符
合公开、透明、非歧视原则，有利于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不应为中美正常的经贸和科技交流
合作设置障碍，更不应损害中方正
当的发展权益。中美经贸和科技合

作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和人类共同
进步，搞限制脱钩只会损人害己。

汪文斌强调，中国坚持把国家
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
上，任何限制打压都阻挡不了中国
科技发展和产业进步的步伐。

据外交部网站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8 月 10 日
改组内阁并调整自民党党内高层
人事。19名内阁成员中，只有官房
长官松野博一、外务大臣林芳正等
5 人留任，其余 14 个岗位均被调
整，首次入阁的阁僚达到9人。

尽管岸田内阁大换血，但恐不
会改变对美盲从、对华强硬的外交
安全政策，中日关系面临更多不确
定因素，地区和平稳定也面临更多
挑战。

日本政府人士此前透露将于9
月上旬开展人事调整工作，而岸田
匆忙将日程提前一个月，旨在尽快
消除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事件给
政权带来的影响。一是日本政教勾
结丑态浮出水面，拉低内阁支持
率。因此，岸田急于清查内阁成员
与统一教之间的关联并进行整改，
向民众作出交待，以重振内阁支持
率。二是安倍之死引起“清和会”
（安倍派）内斗，该阵营入阁攻势被
削弱，岸田可借机扭转“清和会”在
内阁一家独大局面。三是安倍“国
葬”临近，须尽快更新内阁阵容以
防后患。

人事调整凸显野心
防卫重新启用老手浜田

此次日本内阁改组和自民党
高层人事调整结果呈现以下三个
特点：

首先，保留支撑政权中枢的骨

干，维持政治基本盘。自民党干事
长茂木敏充和副总裁麻生太郎留
任。茂木和麻生分别为自民党第
二、第三大派阀领袖，在党内具有
较大发言权。岸田执政后定期与二
人召开会谈，就政权运营、政治日
程等重大事宜交换意见。因此，岸
田期待二人继续扮演稳定政局的

“压舱石”角色。
其次，注重布阵均衡，力求党

内团结，以构建“举党体制”。新内
阁的18名自民党阁僚中，安倍派4
人，麻生派4人，岸田派3人，茂木
派 3 人，二阶派 2 人，无派阀 2 人；
自民党五大要职中的选举对策委
员长由非主流派阀森山派会长森
山裕担任。此次调整后，自民党各
派阀成员均在政府或党内担任要
职，体现出岸田的“均衡思维”。此
外，岸田还重用了去年与自己争夺
自民党总裁一职的“劲敌”河野太
郎，也是出于团结政党的考虑。

第三，延续外交安全政策，强
推扩军修宪。内阁改组后，外长林
芳正留任，防卫大臣由浜田靖一代
替身体状况欠佳的岸信夫。浜田曾
在麻生内阁时期出任防卫大臣一
职，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该安排表
明岸田意欲维持外交安全政策的
连续性、一贯性。岸田政府计划于
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
略》等三大战略性文件并图谋发展
进攻性武装力量、大幅增加防卫费

等，时间上较为紧迫，故在外交方
面留任其亲信林芳正，在防卫方面
重新启用老手浜田，企图强推相关
目标尽快完成。

经济安保大臣是个反华派
中日经贸或受冲击

从乌克兰危机升级到美国国
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
区，岸田政府一味追随美国颠倒黑
白、是非不分，将乌克兰危机与台
湾问题强行挂钩，在台湾问题、南
海问题上对华说三道四，大肆渲染

“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及国际形势日
益严峻”，企图“蹭热点”“强加戏”，
为日本修宪扩军铺路。岸田政府还
将经济议题“泛安全化”“武器化”，
配合美国不遗余力打压中国发展。

岸田的最新人事安排则证明
日本政府恐将延续以对美盲从、对
华强硬为标志的外交安全路线。岸
田此次任命“反华派”右翼保守政
客高市早苗为经济安全保障担当
大臣。日本媒体普遍将该职务解读
为针对中国而设，高市出任恐预示
着中日经贸关系遭遇冲击。

而新防卫大臣浜田靖一曾于
今年7月率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大打“台湾牌”。在日本近期追随美
西方少数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的情况下，日本会否
继续炒作台湾问题值得高度警惕。

据新华社

一个国际团队在新一期环境
科学类刊物《生态指标》上发表论
文说，受气候变化和海水变暖影
响，出没于新西兰北部海域的蓝鲸
和抹香鲸会向南迁移，这将影响相
关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

新西兰梅西大学和坎特伯雷
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预测了在三
种不同程度的气候变化情景下，到
2100年蓝鲸和抹香鲸的活动区域
变化。结果表明，这两种物种的适
宜栖息区域都会向南移动，在最严
重的气候变化情景下，目前主要位
于新西兰北部海域的抹香鲸和蓝
鲸栖息区域可能会分别减少 61%
和42%。

来自坎特伯雷大学的研究负
责人凯塔琳娜·彼得斯说，即使在
最好的预测情景下，新西兰海域抹
香鲸和蓝鲸的适宜栖息区域也会
发生显著变化。

研究人员说，蓝鲸和抹香鲸这
样的大型动物在海洋生态系统中
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它们的活动
会促进不同深度海水层之间的物
质交换。如果气候变化使得新西兰
北部海域的鲸群南迁，相关海洋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受到影响。
有关地区的观鲸旅游业也可能会
受到影响。 据新华社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0日出席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一项民事
调查取证，但拒绝提供证词。

特朗普当天发表声明说，出于
律师意见等原因，他决定在取证中
拒绝回答问题。他同时批评纽约州
总检察长利蒂希娅·詹姆斯对他进
行“政治攻击”。

特朗普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
正案，该修正案赋予美国公民在面
对民事或刑事程序时保持沉默、不
提供可能让自己获罪证词的权利。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正在
调查特朗普集团是否为了获取贷
款和税收优惠而夸大财务报表上
的资产价值。特朗普否认有不当行
为。据悉，特朗普长子小特朗普和
女儿伊万卡此前已出席纽约州总
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取证。

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突
击搜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
滩的住所海湖庄园。据美国媒体报
道，这项搜查与特朗普 2021 年初
卸任美国总统时将一些机密文件
带到海湖庄园有关。美国联邦调查
局和司法部尚未就此公开表态。白
宫否认提前知情。 据新华社

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
10 日说，已经恢复从过境乌克兰
的“友谊”输油管道南线向匈牙利、
斯洛伐克输油。

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此
前发布通告说，由于遭受欧盟的金
融制裁，该公司无法向乌方支付过
境费，此前支付的过境费已被退
回。乌克兰石油运输公司以未收到
过境费为由，决定停止提供石油运
输服务。

乌克兰外交机构9日晚说，由
于黎巴嫩方面取消订单，代理商正
在为首艘驶离乌克兰的运粮船“拉
佐尼”号所载粮食寻找新买家。

俄罗斯、乌克兰7月下旬就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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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佐
尼”号装载超过2.6万吨玉米，本月
1日早晨驶离乌克兰敖德萨港，原
定本周末抵达目的地黎巴嫩的黎
波里港。乌克兰驻黎巴嫩大使馆9
日晚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这批粮
食推迟5个月交货，船运代理商和
买家就取消订单达成协议，代理商
正在寻找新买家，而后确定“拉佐
尼”号新目的地。 据新华社

我外交部谈美正式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
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曲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拜登签署2800亿美元芯片法案

有何芯机“ ”
■ 该法案将为美国半导体生

产和研发提供巨额补贴，希望以此
推动芯片制造产业落地美国，加强
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全球竞争力。

■ 要求任何接受美国政府资
金的芯片企业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
他们研发的技术。这意味着“在美国
投资，在美国研发，在美国制造”。

■ 专家指出，该法
案是要通过美国政府的
行政手段，重塑全球整个
半导体行业的供
应链，尤其是压
缩中国半导体行
业的发展。

日本内阁大换血背后

不改修宪扩军野心
中日关系多了不确定因素

经济安保大臣 高市早苗

岸田此次任命“反华
派”右翼保守政客高市早
苗为经济安全保障担当
大臣。日本媒体普遍将该
职务解读为针对中国而
设，高市出任恐预示着中
日经贸关系遭遇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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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大臣 浜田靖一

岸田政府计划于今年
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
略》等三大战略性文件并图
谋发展进攻性武装力量、大
幅增加防卫费等，时间上较
为紧迫，故在在防卫方面重
新启用老手浜田。

特朗普被“搜家”后
拒绝向调查提供证词

俄恢复对匈、斯输油
乌运粮船寻找新买家

最新研究：
海水变暖将导致

鲸群南迁

围绕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
《芯片和科学法案》，美国画出
一张总额约 2800 亿美元的“大
饼”，吸引企业在美国建厂，促
使先进制程（低于28纳米）芯片
制造业向美国集中，维护美国
的科技霸权。

首先，这部法案有“先天性
硬伤”，因为它违背了产业发展规
律。芯片产业高度全球化，遵循要
素最优化配置和利润最大化回
报的规律。美国一些人以为他们
与芯片业回流之间只隔了一道
补贴，事实上差的东西太多了，最
主要的就是美国整体不具有比
较竞争优势。

同时，该法案没有触及造成
美国制造业外流的核心积弊。人
们记得，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
时，富士康公司曾打算在美国亚
利桑那州建立液晶面板厂，但到
2020年特朗普输掉大选，该项目
工厂还没有建成。主要原因在于
美国缺乏现代先进制造业生存
和发展的有利环境。

此外，对非美国芯片企业
来说，美方画的这张“大饼”更
像是捕食者潜伏的大嘴。想想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半导
体产业的打压、2013 年至 2014
年对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肢
解”，那些非美国芯片企业如果
真被美方许诺吸引过去了，恐
怕前途堪忧。

（央视国际锐评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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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画的
“芯片大饼”
充不了自己的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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