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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任命自己兼任5个部门部长
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受调查

澳大利亚媒体15日曝光前
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任期间，
在内阁成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任
命自己兼任多个部的部长。

新任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
斯当天晚些时候批评莫里森运
作“影子政府”，宣布现政府将就
相关报道对莫里森发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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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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运 军残证编号川军A069
517，流水号00497354遗失作废
●成都深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遗 失 公 章 ， 编 号 ：5101250
028353，声明作废。
●成都安和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廖多安法人章 （编号：510100
3040132） 公 章 （编 号 ：51010
03040130）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03040131）均遗失作废。
●成都叁鼎信联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75
725366遗失作废。
●高新区玉成乡贝仪农家乐公
章（编号：5101095315723）遗失
作废。
● 傅海 （身份证号 510722198
702016676） 于 2018年 5月取得
的给排水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
证书（NO：00038400）遗失作废

●成都兰域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公章 （印章编码 :51010960895
74）遗失作废。
●四川进宝鼎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04019924
3）遗失作废。
●四川睿通恒达金融服务外包
有限公司鲜一虎法人章编号51
01060335427遗失作废。
●成都居力夫美容有限公司岳
怀树法人章 （编号：5101085
199234）遗失作废。
●成都捷路行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5625
887遗失作废。
●成都农绿环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沈鸿鑫法人章 （编号：5101
096175566）遗失作废。
●成都奈斯食品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编码：510124515348
5，遗失作废。
●中领未来（成都） 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10110
0393489，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
1100393492，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100393490， 王 世 涛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100393494 均 遗 失
作废。
●成都立德佳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10
0292292）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武侯区旭鸿盛商贸部公章
（编 号 ： 5101075824900） 遗 失
作废。
●成都亿星跃动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王子吟法人章（编号：5101
040358856）， 发票专用章 （编
号：5101040358855）， 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040358854），公章
（编号：5101040358853），均遗失
作废。

●成都新生启源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 5101095897900、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95897
901、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958
97902、 杨光法人章编号 51010
95897903，均遗失作废。
●成都晶马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7MA64RMPWXQ
）遗失作废。

莫里森对自己的任命
竟然“有效”

当地时间8月16日，澳大利亚
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前总理斯科特·莫
里森在一些内阁成员不知情的情
况下，就任了内政、国库、卫生、财
政以及工业科学资源部等多个政
府部门的部长。阿尔巴尼斯指责

莫里森政府的秘密运作，表示这
是对澳大利亚民主的“非同寻常
和前所未有的破坏”。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澳大
利亚人报》等媒体报道，莫里森
2020年“秘密”任命自己兼任卫生
部长，与时任卫生部长格雷格·亨
特共同分管卫生事务。他还任命
自己兼任财政部长和资源部长，
与时任财政部长马赛厄斯·科尔
曼和时任资源部长基思·皮特共
同领导部门，科尔曼甚至对此毫
不知情。

报道说，莫里森之所以与亨
特同任卫生部长，是想避免新冠
疫情期间出现卫生紧急情况时权
力集中在亨特一人身上，无法应
对疫情。前资源部长皮特则告诉
媒体记者，他2021年获知莫里森
与他共同担任资源部长时感到

“担忧”，这种情况“不常见”。
依据以往流程，澳大利亚总

督会为受任命的部长举行正式且
公开的就职仪式。然而，莫里森任
命自己为多个部门部长且就职，
没有举行过任何相关就职仪式。

总督戴维·赫尔利的发言人

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告诉路透社记
者，依据宪法，莫里森对自己的任
命“有效”，并非必须举行就职仪
式；总督依据以往流程批准政府
关于任命的建议，是否公开相关
任命由政府决定。

莫里森辩称
是疫情期间的保障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6
日，莫里森为疫情期间在内阁不
知情的情况下担任额外部长职
务进行了辩护，莫里森称这是

“前所未有的时期”，权力是一种
保障。

随后莫里森发表声明，称当
时的一些安排是“不必要的”，并
向当时的内阁成员致歉。

澳各界对莫里森政府的透明性
表示强烈质疑

澳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一些
关键内阁成员对相关任命毫不知
情，这一情况“史无前例”。他告诉
媒体记者：“对于部长任命，澳大
利亚人都被蒙在鼓里。”

阿尔巴尼斯还说，他已向检

察部门寻求法律建议，下一步调
查重点之一将是莫里森是否还作
出过其他秘密任命。

与莫里森同属自由党的前总
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同样批评
莫里森的做法，说莫里森以“公众
和内阁成员都不知情的方式秘密
做事”，这简直“不可思议”。

与莫里森所领导自由党结
盟的国家党也对相关任命表达
质疑。国家党党首、曾在莫里森
政府任农业部长的戴维·利特尔
普劳德说，他对报道内容感到

“失望”。目前暂不清楚这一事件
是否会对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
产生影响。

澳大利亚今年5月举行议会
选举，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
不敌当时的反对党工党，工党党
首阿尔巴尼斯随后就任总理。

法新社援引宪法专家安妮·
图米的话报道，莫里森的做法“古
怪”，可能会给前政府所作部分政
策决定带来“法律挑战”。“如果他
们做什么事都秘密进行，你会觉
得这些人有问题。这完全不合
适。” 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

展示拟自建空间站模型
俄罗斯确实计划

退出国际空间站项目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5日首次展出拟
自建空间站的模型，引发媒体推测，俄罗斯
确实计划退出国际空间站项目。

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模型当天在莫斯科
附近举办的“军队-2022”国际军事技术论坛
展出。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表声明说，新空
间站将分两个阶段发射，先发射4个舱，之后
发射另外两个舱和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已完
成部分设计。新空间站建成后可容纳4名航天
员。俄罗斯航天员从新空间站俯瞰地球，将比
在国际空间站的视野更宽阔。新空间站暂时
没有安排人员常驻的计划，准备每年送两批
航天员到空间站工作一段时间。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没有透露新空间
站的发射时间。据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第
一阶段发射预计在2025年至2026年间进行，
最迟在2030年；第二阶段发射预计在2030年
至2035年间完成。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尤里·鲍里索
夫7月说，俄罗斯将在2024年后退出国际空
间站项目，届时将开始组建俄罗斯轨道服务
站。 据新华社

国际足联暂停印度足协会员资格
国际足球联合会15日深夜宣布暂停全

印度足球联合会、即印度足协会员资格，理
由是后者受到“来自第三方的不当影响力”，

“严重违反国际足联规章制度”。
国际足联说，上述决定由理事会成员

“一致”做出，立时生效，直至印度足协执行
委员会完全恢复对其日常运作的掌控权。

据印度《体育明星》周刊报道，印度足协前
主席普拉富尔·帕特尔截至2020年底已经任职
12年，达到规定最长期限。由于最高法院仍在
审理有关足协规章争议的案件，足协未举行
管理层换届选举，帕特尔继续担任足协主席。

印度最高法院今年5月下令解除帕特尔
及其领导的足协执委会职责，另外授命一个
管理委员会管理足协日常事务，并负责修订
足协规章；又于本月3日下令印度足协尽快
举行执委会官员选举，以筹办10月的U17女
足世界杯。

印度多个邦的足协对修订版规章草案
部分条款不满，国际足联对印度足协管理层
选举部分安排表达反对。国际足联15日在声
明中要求，只有印度最高法院收回另行任命
管委会接管足协权责的指令，才会恢复印度
足协会员资格。 据新华社

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
一条通往边境的公路上，美国
军队的油罐车排成一列，一眼
望不到头。这些满载着从叙利
亚偷盗出的石油的军车依次
穿过边境驶入伊拉克境内，消
失在远方。与此同时，生活在
叙首都大马士革的居民已在
加油站前等待了数小时，排队
加油的车辆同样看不到尽头。
这种景象在叙利亚已是司空
见惯。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当
地时间16日，美国在叙利亚非
法驻军使用65辆油罐车，满载
从叙利亚东北部油田盗取的石
油，通过马哈茂迪非法过境点
运往伊拉克美军基地。

这是24小时内美军第二
次盗运叙石油资源，当地时间
15日，美军使用100辆油罐车
运送其盗取的石油出境前往
伊拉克。

叙利亚石油和矿产资源部
本月9日曾发表声明指责美军
盗采叙利亚石油，声明说，叙利
亚2022年上半年的石油产量约
为1450万桶，日均产量约为
8.03万桶。而美军每天从叙东
北部地区偷窃的石油多达6.6
万桶，约等于叙利亚每天石油
产量的83%。

近期美国在叙利亚非法驻
军更为频繁地盗运叙石油，本
月已经发生至少6次美军盗运
叙石油事件，累计使用近500辆
油罐车将石油运送至伊拉克美
军基地。

叙利亚和俄罗斯方面曾多
次指控美军在叙东北部盗采并
转运石油。目前，美国仍占领着
叙利亚东北部大片土地，控制
了叙利亚90%的石油资源。美
国通过支持当地反对派武装不
断盗窃叙利亚石油、粮食等资
源，严重加剧了叙利亚的能源
和粮食危机。

特朗普律师
放完狠话收传票
美国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私人律

师、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15日说，佐治
亚州法院向他发出传票，要求他17日就特朗
普及其团队涉嫌企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佐
治亚州计票结果向一个特别大陪审团作证。

朱利安尼15日接受纽约WABC广播电
台采访时证实收到佐治亚州一名法官要求
他配合调查的传票。他说，佐治亚州的调查
有“政治动机”。他的律师说，朱利安尼将在
法庭上拒绝回答任何有关特朗普的提问。

朱利安尼几天前接受《纽约邮报》采访，
抨击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特朗普在佛罗里
达州的海湖庄园开了恶例，有“政治动机”，
旨在损害特朗普政治前途。他放言，如果特
朗普2024年当选总统，上任后会立即下令联
邦调查局搜查现任民主党籍总统约瑟夫·拜
登的“每一处房子”。

根据佐治亚州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法
妮·威利斯的调查，特朗普2021年1月2日给
佐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珀格打电
话，暗示后者须“找到”可扭转计票结果的选
票。当时，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
这个关键“摇摆州”以微弱劣势不敌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拜登，却反复声称自己在佐治亚
州以及全国获胜。

在2020年11月举行美国总统选举中，拜
登赢得8100多万张普选票，而特朗普获7400
多万票；12月14日，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
伦比亚特区分别举行选举人会议，最终，拜
登赢得306张选举人票，特朗普获得232张
票。拜登当选总统。

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其团队在多个州
提起几十项诉讼，就选票合法性、计票透明
度等提出质疑，但几乎全部被驳回或未被受
理。州法官普遍认为大规模选举舞弊的指控
站不住脚。佐治亚州计票3次，最终确认拜登
比特朗普多赢11779张选票。

检察官威利斯说，朱利安尼等人2020年
12月3日出席佐治亚州参议院一场委员会会
议，播放一段所谓选举工作人员炮制“成箱非
法选票”的视频。尽管州务卿办公室次日便揭
穿视频系伪造，朱利安尼仍然继续向公众传
播该视频，还在后续州议会听证会上充作“选
票遭窃取”一说的证据，以求阻止州议员认证
拜登在佐治亚州胜选。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朱利安尼可能因此
受到刑事指控。 据新华社

叙媒:每天石油产量的
83%被盗取

美国为维护霸权、谋取私利，
频频在中东地区抢掠资源、制造
冲突、肆意制裁，严重损害当地民
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制
造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明目张胆的掠夺

自2014年以来，美国在叙东
部和东北部地区部署了部队。近
年来，叙政府多次指控美军在叙
东北部盗采和转运石油。叙石油
和矿产资源部长巴萨姆·图马说，
美国及其盟友如同海盗一般掠夺
叙石油财富。

叙东北部是油仓，也是粮仓。
哈塞克省农民工会主席阿卜杜
勒-哈米德·卡拉库表示，叙粮食
产量的六七成集中于哈塞克省。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军曾多次走
私或烧毁叙利亚小麦。叙利亚曾
经是粮食出口国，连年战乱却令
其如今面临粮荒，需要进口才能
满足内需。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估
计，目前叙利亚有约1240万人无
法获得粮食安全保障，为有记录
以来最糟糕的情况。

叙政治问题专家穆罕默德·
奥马里说，抢掠石油等自然资源
是美国在叙最丑陋行径之一。

惨绝人寰的暴行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前，
该国有超过2200万人口。根据联
合国难民署数据，截至2022年7
月，仅已登记的叙利亚难民数就
超过560万人。根据联合国公布的

数据，美国的军事介入已造成叙
利亚至少35万人失去生命，1200
多万人流离失所，1400万平民急
需人道主义援助。

仅在2016年至2019年间，叙
利亚有记录直接死于美国领导的
联军轰炸的平民就达3833人，其
中半数是妇女和儿童。

叙政治分析人士乌萨马·达
努拉表示，空袭行动导致平民流
离失所和伤亡是美国在叙利亚侵
犯人权的罪行之一，但美国仅将
这称作“附带损失”。

这样的暴行不仅发生在叙利
亚。根据全球统计数据库的资料，
在伊拉克，从2003年至2021年，约
有20.9万平民死于美国发动的战
争和相关暴力冲突，约有920万伊

拉克民众沦为难民
或被迫离开故土。在
利比亚，美国通过扶
植代理人深度介入
当地内部冲突。利比
亚全国过渡委员会
前主席贾利勒指出，

持续内乱导致众多利比亚人死
亡，“而美国对军事行动和战争造
成的这一后果并不关心”。

2007年，美国黑水保安公司
雇员在巴格达尼苏尔广场实施屠
杀，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14名
平民死亡，至少17人受伤。2020
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赦
免了在伊拉克犯下战争罪的黑水
公司雇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雇
佣军问题工作组发表声明指出，
美国政府这一行为对国际人道主
义法和人权造成冲击，是对正义
和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侮辱。

蛮横无理的制裁

除军事介入外，美国长期以
来还对叙利亚等多个中东国家实
施严酷的单边制裁。2019年，美国
推出所谓“凯撒法案”，为外国投
资者在叙投资与建设设置重重障
碍。自1979年以来，美国长期对伊
朗等国实施各类单边制裁，1996
年又抛出所谓“达马托法案”，禁
止外国公司对伊朗、利比亚能源
产业进行投资。

受制裁影响，这些中东国家
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当地生产经
营活动受冲击，外国投资项目搁
浅，经济发展和重建进程面临重
重困难。

奥马里指出，美国对叙经济
制裁令叙人民难以获得基本生活
保障，还削弱了叙公共机构提供
水电等基本服务的能力。伊拉克
安巴尔大学政治分析人士沙赫
尔·奥贝迪说，美国霸权往往会对
当地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造成全
面破坏。

发动战争、单边制裁、掠夺财
富，美国借“自由、民主、人权”之
名推行霸权的真面目已被包括中
东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认清。

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教授阿迪
勒·古赖里说，就像不少历史学家
指出的，美国一直都试图在其他
国家制造分裂和危机，煽动民族
对立和冲突，从而谋取私利。《伪
圣美国》作者、德国作家米夏埃
尔·吕德斯指出，美国人总说他们
属于“好人阵营”，代表“自由、民
主、人权”，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
回事，美国人只是为了私利。

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

2019年，叙利亚哈塞克省，美军装甲车在当地油井附近巡逻 图据视觉中国

俄罗斯轨道服务站实体模型

2020年3月12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
里森在国会大厦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发

美军猖狂盗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