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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报道，当地时间11日，一名
携带武器的男子试图闯入位于俄
亥俄州辛辛那提的FBI办公室，在
未能成功闯入后，该男子驾车逃跑
并在公路上与警方交火，最终被击
毙。CNN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
海湖庄园被FBI搜查后，网络上出
现大量针对执法人员的威胁内容，

11日的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
生的。

CNN 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
这名嫌疑人据信携带了AR-15步
枪和射钉枪，11日试图闯入FBI办
公室失败后驾车逃跑。警方称，在
追击过程中，双方曾发生交火。

警方还表示，在与嫌疑人谈判
失败后，警方试图将他缉拿，但对

方举起了枪，他因此被击毙。
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的海湖

庄园 8 日遭 FBI 突击搜查后，美国
网络上出现大量对 FBI 和司法部
人士的威胁，“子弹已上膛”的口号
随处可见，以及有呼吁刺杀FBI特
工、美国司法部长的内容。对此，
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0日回应
说，这种做法是“可悲且危险”的。

当地时间12日上午，韩国政府宣
布2022年“光复节”特赦名单，共涉及
1693人，包括特别赦免、特别复权、减
刑等多种方式。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
镕因服刑期已满获“复权”，即解除对
其就业限制等规定。乐天集团会长辛
东彬获赦免，前总统李明博等政治人
物并未包括在此次赦免名单之内。

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此次赦免
以促进民生和经济复苏为重要考量
依据。 据央视新闻

对司法部和 FBI 来说，如
果相关部门有实锤证明寻获的
证据可能在某人家中存在被破
坏的风险，且经过部门“最高级
别人员”签署授权，则搜查行为
合法，否则将被质疑。虽然FBI
有所谓“90日规定”，即在美国
选举日前 90 天内不执行涉嫌

“政治敏感”行动，但搜查当日
距离中期选举恰恰还有92天。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认
为，表面看特朗普四面楚歌、民
主党扳回一局，实际上是党争
极化，相互“比烂”。美国两党政
治人物全然不顾对基本内外政
策的专业讨论，陷入“身份政
治”与“文化战争”的撕裂及对
峙。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只能通
过不断树敌，反复刺激愚弄美

国民众。把“司法权力武器化”，
也是美国党争的常规操作，是
美国政治彻底衰落的象征。

这次前总统被“抄家”，更
凸显出美国社会撕裂内斗进一
步加剧，美国政治运行中长期
沿袭的底线已被重度击破。比
如总统大选结果“愿赌服输”的
传统、对白宫和国会山的尊崇
敬畏等，都被美国政治“宫斗”
接连粉碎。没了底线的政治斗
争，再爆发什么奇闻，也不会让
人惊讶了。

特朗普承认：“这类突袭只
会发生在失败国家。可悲的是，
美国现在已沦为其中一员，正经
历前所未有的堕落。”但他不会
承认，让美国堕落的，正是他们
这些以党争为业的无良政客。

综合国际在线、侠客岛

德国政府官员10日说，莱茵河
的水位今后几天可能降至非常低的
水平。这令依靠水路运输煤炭、汽油
等货物的企业不得不限制产能，增
加了德国经济下行风险。

水运受阻

美联社报道，持续数周的干旱
天气让欧洲几条主要水道变浅。莱
茵河水位下降令德国多家依靠水运
的工厂和发电厂“头痛”。

英国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
公司的数据显示，相比其他欧洲
国家，德国更加依赖内陆水道运
输货物。

德国交通部发言人蒂姆·亚历
山德林说，莱茵河在莱茵兰-普法
尔茨州考布镇附近河段的水位非常
低，吃水浅的船只目前还可以通行。

不过，相关部门预测，考布河段
的水位12日清晨可能降至40厘米以
下，周末还会继续下降。这一河段的
历史最低水位为25厘米，在2018年
10月产生，那时许多大型船只难以
安全通过。

船运公司老板罗伯托·斯普伦
齐告诉记者，由于河道水位处于低

位，船队运力已经受限。

经济承压

德国大约4%的货物经由水路
运输。由于欧盟对俄制裁导致俄减
少对德能源供应，德国政府开始动
用封存的煤电产能，以期弥补能源
缺口。作为煤炭运输的大动脉，莱茵
河因而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德国尤尼珀公司说，莱茵河的
低水位可能导致旗下两家火力发电
厂进入9月以后无法正常运转。德国
巴登-符滕堡电力公司在一份声明
中说，燃料运输受到限制，河流水位
下降推高了运输成本，而陆路运输
又运力紧张。

在能源行业人士看来，莱茵河
货运能力下降增加了供应链受阻以
及物资短缺的风险。法新社报道，德
国南部一些地方的加油站已经出现
汽柴油短缺。

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预
期，德国今年三季度经济增长将放
缓，四季度经济可能萎缩。这一咨询
机构首席欧洲经济学家安德鲁·肯
宁哈姆说：“莱茵河水位降低让经济
衰退的可能性更大。” 据新华社

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市中心
11 日大面积停电，影响中央商务区
（CBD）多座写字楼，一座大型购物中
心疏散，多家银行关门。多人一度被
困电梯，包括一名内阁部长。

负责多伦多市区电力配送的多
伦多水电公司说，停电发生于12时30
分左右，影响大约1万家客户。安大略
省最大输电企业说，停电原因是一艘
驳船所运载的起重机触碰三根高压输
电线导致一座发电站设备受损。

多伦多是加拿大金融中心，中央
商务区大型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交
易商云集。停电后，许多咖啡厅和餐
厅不得不在繁忙时段关门。

一名路透社记者看到，加拿大皇
家银行、多伦多道明银行、蒙特利尔
银行等大型银行在多伦多中央商务
区的分行大门紧闭，一些员工在暗处
坐着。

多伦多地铁运营商说，地铁行车
正常，但停电导致列车空调关闭，市
中心一些地铁站一度停电，很快启动
备用发电机。

在中央商务区的国王车站，乘客
纷纷借助手机手电筒照明。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多伦多水电
公司说，供电已经完全恢复。

据新华社

声明·公告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云强建材
经营部法定名称章编号：5101
120027012遗失作废。
●四川天府智链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0MA6AHE8926）经股东会
决定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肆仟
万元减少到人民币壹仟万元，
请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成都玖禄阁贸易有限公司（
91510107MA61WFMY20）李厦法
人章（编号5101075714160）公章
（编号5101079928049） 财务章
（编号5101079928050） 发票章
（编号5101079928052） 均遗失
作废。

关于珠江新城D区1-6号楼、7栋
预售监管银行变更情况的公示

我公司开发的“珠江新城D
区” 项目位于成都市温江区燎
原路368号， 工程规划许可证
号：建字第510115202131135号、
预售许可证号：1-6号楼： 蓉预
售字第 51011520203507；7栋：
蓉预售字第510115202013409，
原预售监管银行为南洋商业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账号：0434470000168070。

现因业务需要，从2022年
8月12日起“珠江新城D区1-6
号楼”、“珠江新城D区7栋”预
售监管银行变更为大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支行，
账号：117127000000373。 特此
公示告知。
成都珠江润景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22年8月13日

● 成 都 非
常 用 心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编
号51010952
39046遗失
作废。
● 四 川 万
合 通 盈 科
技 有 限 公
司公章（编
号：5101075
882964）遗失作废。
●成都聚怡鸿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75551108，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83815
4，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83
8156， 刘娇法人章编号510107
5797631均遗失作废。

●本人张宝军遗失成都天府置
信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日期2013/02/20，编号0005803
金额20760元， 编号0005121金
额100元）特此声明作废。
●什邡塞纳尔彬骏贸易有限公
司原法人赖鹏臣法人章（编号
：5106825051800）遗失作废。

●四川路可物流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5101135021182）、财务专
用章（编码：5101135021180）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千百味贸易有限公司，
原法人谢德美法人章51010084
31788，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
08431784均遗失作废。

●四川崇诺志达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5101075886434）遗失作废。
●四川川凌汽车装饰部件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229901
918）遗失，声明作废。
●李德英失业证编号：2599号，
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四川中正欣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100301891遗失作废。
●成都新帝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326038840, 原法人金
泽明法人章编号510132603884
3均遗失作废。

●宋永良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军人证 (编号 :川军A007773;流
水号:00466413)遗失作废。
●四川众鑫川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
295074604）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柏合镇强宇建材经
营部法定名称章编号：510112
0026931遗失作废。
●新都区木兰镇叶鸭肠休闲庄
公章（编号：5101255017919）遗
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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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副部长瓦
伊丘凯维丘特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践
踏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干涉中国内
政，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针对
瓦伊丘凯维丘特恶劣挑衅行径，中方
决定：对瓦伊丘凯维丘特采取制裁措
施；暂停同立交通与通讯部任何形式
的交往，暂停同立国际道路运输领域
交流合作。 据外交部网站

海湖庄园突袭事件继续“热映”
主角不只特朗普

美司法部首次发声：已申请公开搜查令
特朗普被“抄家”了！事

情发生在当地时间8月8
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特工突然闯入特朗普位于
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直
接撬开保险柜搜查取证并
带走了12大箱资料。

前总统岂能忍？特朗普
发飙说：“这是美国的至暗
时刻！”

这件美国年度政坛大
事将如何发展，可能会超出
我们想象。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11日在
华盛顿表示，他亲自授权向联邦法
官申请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私人住
所海湖庄园的搜查令。美司法部已
经向法院提出申请，以公开这份搜
查令和财物收据的具体内容。

这是美国司法部首次就联邦调
查局（FBI）搜查海湖庄园一事公开
发声。加兰德当天在司法部就此事
发表了约5分钟的讲话，但并未回答

记者提问。他表示，申请搜查令的理
由是“此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按照美国司法机构的惯例，目
前外界仍无法得知这起调查的具
体内容和搜查细节。《华盛顿邮报》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该调查的
重点是特朗普或其助手是否带走
了本应交还政府的机密文件或其
他官方材料。

在该事件发生后，美国司法部和

FBI遭到了国会共和党人的猛烈抨
击，质疑司法部的调查存在政治动
机。加兰德11日在讲话中力挺FBI的
执法工作。“维护法治意味着平等地
运用法治，没有恐惧和偏袒”，加兰德
说，“这正是司法部正在做的事情。”

在FBI搜查海湖庄园时，特朗
普正在纽约。加兰德透露，特朗普的
律师当时在现场，FBI探员向其提
供了搜查令以及搜查财物的收据。

美司法部长回应：亲自批准搜查，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当地时间8月11日，美国白宫
办公厅前代理主任马尔瓦尼表示，
是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关系极其
密切的人将特朗普海湖庄园保险
箱的信息提供给了FBI。

马尔瓦尼说，只有每天处理特
朗普事务的人知道特朗普从白宫
窃取的文件在哪里，所以他可能是
与特朗普关系非常密切的人。马尔
瓦尼猜测，可能有6到8个人掌握

该信息并成为FBI的线人。
美媒评价说，如果马尔瓦尼是

正确的，而且线人是与特朗普关系
非常密切的人，那么FBI也可能知
道特朗普计划如何处理这些文件。

特朗普身边有FBI线人？

男子持枪试图闯FBI办公室被击毙

把“司法权力武器化”
是美国政治彻底衰落的象征

但好巧不巧，FBI 为啥要
在中期选举的关键档口对特朗
普下手？

特朗普觉得，那是民主党
人“眼红”。《纽约时报》最新
民调显示，49%的初选选民认
为特朗普是最佳共和党总统
人选。另据美国 Ballotpedia 网
站统计，在各州州长、议员竞
选中，特朗普为 232 名候选人

“站台”后，188 人在初选中成
功胜出。也不知道出于嫉妒
还是喜爱，共和党人给特朗

普取了个新外号：“800 磅重
的大猩猩”。

按特朗普的说法，民主党
把司法武器化，针对自己的政
治迫害一再出现。他反击说，美
国前国务卿、民主党人希拉里

“销毁 3 万多封邮件”“从白宫
带走古董家具”无人问津，而自
己是因为“直面美国官僚腐败，
已被建制派恨透”。

“这是极端不希望我在
2024年参选总统的‘极左民主
党’发起的攻击！”特朗普说。

FBI在中期选举关键档口对特朗普下手
民主党人“眼红”了？

没了底线的政治斗争
再爆发什么奇闻，也不会让人惊讶了

英国英格兰地区接连几周
少雨，加上7月份持续高温，泰
晤士河的源头眼下已经干涸。
据法新社10日报道，这条英国

“母亲河”的源头往下游移动多
达数公里。

官方认定，泰晤士河发源

于英格兰科茨沃尔德山区的赛
伦塞斯特镇。这条河绵延320公
里，最终注入北海。如今从这条
河源头延伸出的数公里河床泥
土裸露，偶见水坑。

泰晤士河是航运要道，流经
首都伦敦及周边地区，其上游风

光更具田园特色，既是水鸟栖息
地，也是游船观光胜地。在距离
泰晤士河官方认定源头数公里
的阿什顿凯恩斯村，吉本斯告诉
记者，他和友人发现泰晤士河源
头不复从前，“没有野生动物，因
为没有水”。 据新华社

莱茵河水位下降
德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剧

英国炎热 泰晤士河源头干涸

中方对立陶宛窜台官员
实施制裁

多伦多市中心大停电
加拿大内阁部长被困电梯

韩国政府宣布“光复节”特赦名单
三星李在镕获“复权”

塔利班一高级教士
遭“伊斯兰国”暗杀

阿富汗塔利班一名高级教士11
日在首都喀布尔遭“伊斯兰国”自杀
式爆炸袭击身亡。他生前以激烈批评
这一极端组织著称。

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立德·扎德
兰告诉法新社记者，拉希穆拉·哈卡
尼的宗教学校当天遭自杀式爆炸袭
击，哈卡尼本人和一个兄弟丧生，另
有三人受伤。

塔利班所组建临时政府的发言
人比拉尔·卡里米证实，哈卡尼死于

“怯懦敌人发动的一次袭击”。他没有
作具体说明。

事发几小时后，“伊斯兰国”经由
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认领”这次袭击，
称自杀式袭击者在哈卡尼的办公室
引爆炸弹背心。这一极端组织在声明
中称哈卡尼是最拥护塔利班的知名
教士之一，也是其中最积极主张同

“伊斯兰国”作斗争的人。
自塔利班去年 8 月重新夺取全

国政权以来，“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多
次发动袭击，造成重大伤亡，引发哈
卡尼愤怒批评。

一些塔利班消息人士告诉法新
社记者，哈卡尼在塔利班内部没有官
方职位，但多年来给许多塔利班成员
上课，是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曾至少
两次躲过暗杀，其中一次是 2020 年
10月在巴基斯坦。

数十名塔利班官员经由社交媒
体表达哀悼。

近几个月，哈卡尼还公开支持女
性上学的权利。他5月在接受英国广
播公司采访时说，不允许女性受教育

“完全没有道理”。 据新华社

2021年1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外举行示
威游行，部分示威者冲进国会大厦，与警方发生冲突 新华社

泰晤士河源头附近河床已完全干涸，野草沿着泰晤士河的河床生长

对特朗普来说，这一两年有
点命犯太岁：有美国地方州政府
指控他“干涉2020年大选”，企
图通过非常规手段翻盘；老家纽
约州指控他的商业帝国“涉嫌违
法欺诈”，下达多项罚款令；上个
月，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就国
会山骚乱事件举行听证会，大量

证词直指特朗普为“幕后黑手”。
美媒更是煽风点火，陆续曝光

“特朗普把机密文件冲进白宫马
桶”“前总统非法撕毁文件甚至
将密件揣进口袋”等猛料——若
上述信息属实，根据美国《总统
记录法》及刑法，特朗普就得去
吃牢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