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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车辆一批，87555276。
房屋租售
招租公告

成都汇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
属金家坝街7号文联大厦1-2层
房屋，一层两间商铺共264 ，
二层写字间共893 ，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租， 咨询电话：028-
87710158

声明·公告
●本人李晓强预将持有的四川
鑫瑞行汽车配件贸易有限公司
股份全部转让, 有意者详谈。联
系人李晓强，电话13281810545
●四川辉华盛汇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原法人许元东法人章编
码：5101040325144，遗失作废。
●成都市木林森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
008982183， 王净法人章编号
5101008982184，均遗失作废。

公 告
各位业主：
我公司（四川省川核金领置业
有限公司） 在成都市新都区三
河街道水口市(新都区蓉都大道
天河路520号)规划红线范围内
修建的“金领广揽上居1-3号
楼及地下室” 已建设竣工，现
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公
示内容张贴于金领广揽上居大
门处， 公示时间为2022年08月
16日08时至2022年08月23日
08时。特此公告。
四川省川核金领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08月16日
●四川安邦建国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杨万清法人章（编号：51
01055303944）， 公章（编号：
5101055169096）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舞珠商贸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5MA67X8WN8R）遗
失作废。

声 明
本人张红（身份证号：420400
196410271020） 身份信息于之
前被泄露。 现声明本人从未以
我名下的房产、 股票证券、银
行存款等办理过任何抵押借
贷，也未委托过他人办理变卖、
过户以及抵押借贷。 本人从未
通过任何渠道（包括手机及电
脑软件） 购买过任何保险及办
理过任何信用卡， 以后也不会
办理任何保险及信用卡。 即日
起所有银行取款及转账必须由
本人持身份证到柜台办理方可
生效。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红
●成都凯思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839460977
4B） 邵永凯法人章（编号：51
01009403308）， 公章（编号：
5101009403306）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成华区亚索双峰化妆品经

营部公章 （编号：510108538
2074）遗失作废。
●四川艾美韵栖美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15MA7H36GA1B
） 正副本、 公章510115009488
7、 财务章 5101150094888、发
票章 5101150094889、 方兴平
法人章5101150094890均遗失，
声明作废。
●四川天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5101040096922，财
务专用章编码：510104009692
3， 吴志明法人章编码：51010
40096924，均遗失作废。
●成都初美瑜伽健身服务有限
公司公章编码：510123509983
7， 财务专用章编码：5101235
099838， 赖娇交法人章编码：
5101150094989，均遗失作废。

●成都明瑞星光科
技有限公司公章编
码 ：5101060699552，
遗失作废。
●成都威布尔科技
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0999742
28遗失作废。
●成都清晨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 5101009107624 遗
失作废。
●四川万诚恒业贸
易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101060226433遗失作废。
●成都晓筱杰溪动漫设计工作
室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6MA643NQ9X9）正
副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蓉城项目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00053
560）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温江区健一堂大药房
有限责任公司艾利贵执业中药
师注册证512219010882遗失作废
●尼科盛广（成都） 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原法人杜鹃法人章编
号5101040084765， 发票专用
章编号5101040662218均遗失
作废。

●成都市诚峻食品有
限公司杨旭法人章编
码：5101229907617，遗失作废。
●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合同专用章编码：5101
008587771、5101008588411， 均
遗失作废。

●巴中市元盈芮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190200
35487）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煎茶流
逸建材经营部”财务章(章号5101
100005932)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四川永辉云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
MA6DFG0059）拟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事宜，特此公告。

高温干旱天气导致英国威尔
士中部韦尔努伊湖水位下降，致使
被湖水淹没的拉努辛村的遗迹时
隔近50年重见天日。

拉努辛村位于如今的雪墩山国
家公园范围内。19世纪80年代，当
地为给利物浦供水修建水库，形成
韦尔努伊湖，淹没了拉努辛村。

《每日邮报》发布的照片显示，
被湖水淹没的石桥、石墙和废弃的
房屋如今一目了然。拉努辛村遗迹
上一次从水中“浮现”可追溯至1976
年的英国大旱。 据新华社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5日以“自
民党总裁”的名义，向供奉有二战
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
料”（祭祀费）。

今年 8 月 15 日是日本战败 77
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日本经济
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复兴
大臣秋叶贤也以及自民党政调会
长萩生田光一等参拜了靖国神社。
此外，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13日
也到靖国神社参拜。

针对近期日本政要涉靖国神
社消极动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5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
表示，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
提出严正交涉，表达严正立场。中
方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彻
底同军国主义切割。

汪文斌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
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
具和象征，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日
本政要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再次反
映出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
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
正交涉，表达严正立场。

汪文斌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
并宣布无条件投降77周年的日子。77
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打
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法西斯
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
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
这一伟大胜利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
和人类正义事业的史册上。

“正视历史、深刻反省，是战后日
本得以同亚洲邻国恢复发展正常关
系的必要前提。”汪文斌说，一段时间
以来，日本一些政治人物频频以各种
方式歪曲美化侵略历史。公然违背明
确规定把台湾归还中国的《开罗宣
言》等重要法律文件。这是对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
序的严重挑衅，一切爱好和平、主张
正义的人们不会答应。

汪文斌说，开历史倒车者，必
将再次走入歧途。日本只有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才能找到自身正确
位置。中方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
教训，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避免
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
会。 据新华社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
部警告，前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
达州的海湖庄园上周突遭搜查后，
联邦执法部门面临的威胁增加。

据路透社14日报道，国土安全
部证实12日发布一份关于这类威胁
的通报，但拒绝披露内容。联邦调查
局14日拒绝证实通报存在，但表示
一直关切“对执法部门的暴力威胁”。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
通报内容报道，令执法部门担忧的
事例之一是，有人威胁在联邦调查
局总部前放置可能造成放射性污

染的“脏弹”，并号召发起“内战”和
“武装反抗”。

根据这份通报，联邦执法机构
确认多起针对关联海湖庄园搜查
的司法、执法和政府官员的“明确
威胁”和“定点清除”号召，对象包
括批准搜查的联邦法官。通报说，
这类威胁大多出现在网络上。

一名持枪男子11日试图闯入
联邦调查局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
分局，未果后驾车逃离，同执法人
员对峙交火后被打死。据美国媒体
报道，该男子关联极右翼团体，在

海湖庄园遭搜查后在特朗普创建
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煽动他人袭击
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
斯托弗·雷谴责这起事件是“对联
邦调查局职业操守的无端攻击”。

白宫坚称对突袭事件不知情

当地时间8月14日，美国白宫
新闻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在接
受采访时再次强调，白宫对美国联
邦调查局（FBI）突袭搜查前总统特
朗普海湖庄园一事并不知情，也不
了解司法部正在进行的调查情况。

据美国媒体报道，让-皮埃尔在
14日的采访中一再拒绝就针对特
朗普的联邦调查发表评论。

当地时间 8 月 9 日，让-皮埃
尔在白宫简报会上曾表示，对于美
国联邦调查局搜查特朗普海湖庄
园一事，美国总统拜登没有收到相
关简报，司法部门正在对此进行独
立调查，白宫不会对正在进行的调
查发表评论。

当地时间8月9日，特朗普表
示，对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突袭搜
查”其海湖庄园一事，拜登知情。

特朗普要求联邦调查局
归还其在海湖庄园被没收文件

当地时间8月14日，美国前总
统特朗普呼吁联邦调查局归还据
称其在海湖庄园被没收的文件。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
邦调查局在对其海湖庄园的突袭
搜查中拿走了几箱受律师-客户
特权和行政特权保护的文件。特朗
普表示，对此他要求联邦调查局立
刻归还文件。
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 国际在线

据《国会山报》当地时间8月
14日报道，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
会的共和党人预计将发布一份
118 页的中期报告。报告中将包
括对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混乱撤军
的审查。据报道，如果共和党在
2022 年中期选举中获得国会多
数席位，他们将就此进行更严格
的审查，并可能对和撤军相关的
官员发出传票。

该报告名为《战略失败：就政
府从阿富汗撤军的评估》，报告表
示，美国政府撤军前缺乏规划，出
现了一系列的失误和错误，这些失
误和错误使最终致命的撤离变得
更加复杂。该委员会写道：“自从总
统宣布全面撤军以来，拜登政府在
很大程度上浪费了四个月的时
间，没有为预期中的塔利班接管
做好充分的规划。”其中，这份报
告批评道，尽管当时军方评估到
喀布尔有落入塔利班手中的风
险，但未能预见到喀布尔机场出
现的难民潮，再加上美国最初部
署的人员数量不足，引发了各种
混乱场面。他们还援引美国国务
院的内部备忘录称，驻喀布尔的
领事官员人数从未超过36人。

阿临时政府将8月15日
定为全国公共假期
一年前的8月15日，阿富汗

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了首
都喀布尔，重新掌控了阿富汗整
个国家，同一天，美军开始狼狈撤
离。为了纪念这一天，阿富汗临时
政府当地时间14日宣布，将8月
15日定为全国公共假期。

美国撤离阿富汗一年后：
没结束的战争和没兑现的承诺

2021年 8月
30日，美国仓皇完
成撤离阿富汗的
行动。美参议院外
交关系委员会今
年出具了一份报
告，题为《对拜登
当局在阿富汗撤
离一事上所犯战
略错误的简要评
估》，报告中反复
使用了“失败”“无
视”“抛弃”“背叛”
等词汇。至今，阿
富汗人道主义危
机仍未能全面缓
解，仍有1890万
阿富汗人面临致
命的粮食短缺，其
中包括 110 万儿
童；联合国估计
2022年年中97%
的阿富汗人生活
贫困，而美国还扣
押着阿富汗70亿
美元资产……

失败
无视
抛弃
背叛

“战争没有结束”，这是美国退伍
军人作家艾略特·阿克曼在自己的新
书《第五幕》中反复强调的。阿克曼在
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一年前
的撤离只是美国人自己的“单方面和
平”。阿克曼质问，美军作为外来者可
以选择一走了之，而守着破碎家园的
阿富汗人又能有什么选择呢？

从美国会研究处文件中梳理出的
时间线也证实，美国的入侵给阿富汗
带来了20年的战争，而美国在撤离过
程中也没有为阿富汗寻求和平。

2021 年 8 月 30 日，美国宣布结束
自阿富汗的撤离行动。美国总统拜登
第二天在白宫就阿富汗撤军行动发表
讲话，承诺继续通过外交手段、国际影
响力和人道主义援助支持阿富汗人
民。然而现实是，在之后的一年里，从
联合国秘书长到各国官员媒体，提到
阿富汗现状，都无法忽视正在发生的

“人道主义危机”。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目前阿富汗有1890万人面临可能致命
的严重粮食短缺，其中110万儿童有饿
死的危险。

时隔一年，美媒《国民评论》把拜登
的讲话“挖坟示众”，批评拜登说完话
就把阿富汗忘了，他的承诺“和美国的
实际政策毫无关联”。

美国对本国人的承诺同样流于表
面。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花费超过两
万亿美元，累计约80万美军曾被派驻
到阿富汗，其中2461人阵亡，20744人
受伤。拜登说要对他们及其家庭“永
远、永远、永远不忘”。

然而根据美国公益组织“阻止退伍
军人自杀”提供的最新数据，从2001年
以来已有超过11.4万美国退伍军人自
杀；到2030年，自杀的退伍美军人数将
比“9.11”以来美军阵亡人数高出 23
倍，给美国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将

超过两万亿美元。平均每天有18名退
伍军人在美国本土自杀。

三成以上美国退伍军人患有创伤
后应激障碍（PTSD），超过十分之一的
退伍军人被诊断有药物滥用问题。有
将近 4 万退伍军人流落街头，占全美
无家可归者总数的9%以上。即使离开
了军队，即使回到了本土，对他们来
说，战争的噩梦也从未结束。

拜登在撤离阿富汗时所做的种种
承诺，兑现了的恐怕只有这一条——
在美国需要时继续对阿富汗进行空中
打击。今年8月1日，拜登宣布美国成
功对阿富汗喀布尔一处“基地组织目
标”实施无人机行动，并击毙了“基
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

对于这种侵犯主权的行为，8月5
日阿富汗多地举行反美示威活动，民
众高举写有“不要干涉阿富汗内政”的
横幅，抗议美国违反国际准则。

美国当局如此言行相反，在美国
国内也受到了从庙堂到民间的持续抨
击。2021年9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
会众多议员就在听证会上指责拜登政
府在阿富汗的混乱撤离使美国失去公
信力，并让阿富汗陷入一片混乱，造成
人道主义危机。该委员会今年更是出
具了一份报告，标题即为《对拜登当局
在阿富汗撤离一事上所犯战略错误的
简要评估》，报告中反复使用了“失败”

“无视”“抛弃”“背叛”等词汇。
撤离一周年之际，根据福克斯新

闻报道，持批评立场的民主共和两党
议员甚至捐弃成见，联合发声表达对
美国仓皇撤退的不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8月
12日也讽刺到，拜登“称撤离行动是巨

大成功，就像纵火犯自夸尝试扑灭自
己引发的火灾。”

曾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国陆军退伍
中士大卫·戈德曼 8 月 10 日通过俄亥
俄州当地电视台告诉家乡的父老乡
亲：“美国政府收获的最大教训是，我
们把手伸得太长了，遭到了反噬。”

民意数据的变化更加直观。美国
晨间咨询公司提供的民调数据显示，
美国混乱和不负责任的撤离闹剧使得
大量原本支持撤军的美国民众改变想
法，撤离行动的支持率在一年后再次
创下新低。这么多美国民众改变态度，
不是因为支持战争，而是因为对政府
的处理能力大失所望。

拜登的支持率也自撤离惨剧后一
路下行，屡创新低，从 2021 年 7 月的

59%跌到2022年7月的36%。
尽管阿富汗重建困难重重，美国

总统拜登仍于今年2月11日签署行政
令，计划将冻结的阿央行约70亿美元
在美资产的一半用于赔偿“9·11”恐怖
袭击事件受害者。这项决定自诞生起
就遭到国际社会强烈反对。

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扶持的亲美
政府人士公开表达了对美国的愤怒和
失望。阿前总统卡尔扎伊近日发声指
责美国侵吞阿富汗的财富：“美国政府
扣押阿富汗70亿美元资产的做法是错
误的，阿富汗人民不能接受。”

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成了国际
共识，这次连CNN也承认了，阿富汗
战争“是美国踢出的最现象级乌龙球
之一”。 综合央视新闻

■美国2001年10月7日发
动阿富汗战争。

■拜登2021年4月宣布，驻
阿美军于2021年5月1日开始
撤离，9月11日前完全撤出。

■2021年7月他又表示，美
国在阿军事任务将于2021年8
月31日结束。

■2021年8月 15日，塔利
班进入并控制喀布尔，宣布“阿富
汗的战争已经结束”。

▼虚假的承诺

▼“手伸太长，遭到反噬”

美国人号召发起内战？联邦调查局收到“脏弹”
特朗普遭搜查后 美执法部门面临更多威胁

阿富汗仍有1890万人面临致命的粮食短缺，其中包括110万儿童

一年前的喀布尔机场，美国军机挂着试图登机的阿富
汗人强行起飞 视频截图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15日
说，科威特时隔6年重新派驻大使到
任伊朗，两国关系被提升至大使级。

卡纳尼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伊朗和科威特之间的关系与合作取得
重大进展，这也可以被视作伊朗与海
湾地区邻国加强合作的前奏。

据伊朗外交部网站消息，科威
特新任驻伊朗大使巴德尔·阿卜杜
拉·穆尼赫13日与伊朗外长阿卜杜
拉希扬举行会见并递交国书副本。

沙特阿拉伯2016年1月以从事
恐怖主义活动罪名处死一批囚犯，
包括一名知名什叶派宗教人士，引
发伊朗民众抗议并冲击沙特驻伊朗
使领馆，两国自此断交。受此影响，
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宣布断绝与伊
朗外交关系或降低与伊朗外交关系
级别。 据新华社

针对日本政要涉靖国神社
消极动向

外交部：敦促日方
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彻
底同军国主义切割

时隔6年
科威特与伊朗

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持续高温干旱
英国水下村落遗迹

重见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