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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四川中旭海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刘玉强法人章编号 51018500
85859，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8
50085864，遗失作废。
●四川 祥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5101075826670， 贾朝匣法
人章编码5101075826673， 财务
专用章编码 5101075826671均遗
失作废。
●四川途游塔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9620084
3）遗失作废。
●丰食有道食品（成都）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315032003遗失
作废。
●成都盛名阁工程有限公司马
伟钦原法人章（编号：5101150019
018）遗失作废。
●成都华影影视文化传播有限
公 司 陈 国 露 法 人 章 （编 号 ：
5101008570609）遗失作废。
●成都市博金机电设备有限责
任公司公章 （编 号 ：51010082
05460）遗失作废。

●更正公告 : 于 2022年 2月 16
日在成都商报刊登的终止办
学公告内容更正为：注销公告
成都市金牛区棒棒堂培训学校
（统 一 代 码 （登 记 证 号 ）：
52510106686344309G，民办学校
办学许可证教民：151010670000
411号） 位于成都市金牛区蜀汉
路255号新和名座408， 拟终止
办学并注销民办非企业法人登
记，学校组建了清算组，罗婷婷
为清算组负责人， 请学校相关
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见报 6个
月内到本校清算组申报债权处
理有关事务， 逾期未办按相关
法规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莉
联系电话：13981862667

●四川有点毅思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冯毅法人章编号 510109
5706176遗失作废。
●青羊区咩咩咩便利店， 公章
编号5101055470973， 发票专用
章编号5101055470974， 均遗失
作废。

●成都舒伟舒意酒店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5MA7JQK994F）
宋 晓 伟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
055445965）， 公 章 （编 号 ：
5101055445962）， 财 务 专 用 章
（编号：5101055445963），发票专
用章 （编号：5101055445964）均
遗失作废。
●四川国弘鼎健体育产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工会法人
资格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81510000MC4652616L，遗失作废
●四川国弘鼎健体育产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原法人付闳波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040123512 遗
失作废。

●龙泉驿区大面街办伯利恒小
吃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510112MA6CUBMT
XB和法定名称章编号 ：510112
0102633遗失作废。
●成都志合房地产顾问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319900
203遗失作废。
●成都波奇电子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 （编号：5101250002487）一
枚，现声明作废。

西班牙南部日前发现一
片史前巨石阵，有耸立和组合
成各种结构的逾500块巨石。

据法新社18日报道，这片
巨石阵位于西班牙南部韦尔瓦
省。当地一片600公顷的土地拟
用于种植牛油果，在项目启动
前按地方政府要求进行考古勘
测，结果发现了这片巨石。

考古项目负责人之一、韦
尔瓦大学研究人员何塞·安东
尼奥·利纳雷斯说，这是伊比
利亚半岛发现的规模最大、类
型最丰富的巨石阵。他说，其
中最古老的巨石可能在公元
前6000年下半叶至公元前

5000年就耸立于此。研究人员
在考古杂志《史前工作》上发
表论文说，这处遗址上耸立或
倒在地上的巨石共有526块，
其中大部分是耸立巨石，高度
在1米至3米之间。

这处遗址保存完好，除耸
立巨石外，还有石桌以及围成
形似棺材等结构的石头。耸立
的巨石以直线、环形等方式摆
放成多种组合。另一名项目负
责人、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
史前学教授普里米蒂娃·普
埃诺说，同一遗址中有多种
形式的巨石摆放组合，这种
情况较罕见。 据新华社

8月17日，芬兰总理桑娜·马林
（Sanna Marin）参加狂欢派对热舞
的视频被曝光，视频中的她一反常
态，激动地和朋友对着镜头唱歌跳
舞，并且背景声音中还疑似提到了
毒品，随即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据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18日报道，马林承认自己在
几周前参加了一场私人派对，但是
这些引起政治对手批评的视频不应
该被泄露给媒体，对此她感到非常
愤怒。同时，她也否认了自己因此而
遭到敲诈勒索，并拒绝透露当晚聚
会的更多细节。

她说：“这些视频是在私人空间
被拍摄的，我很反感将它们公之于
众。我只是和朋友们度过了一个狂
欢的夜晚而已。”

据英国《卫报》报道，视频拍摄
于一间私人公寓，参加聚会的人还
包括两位知名电视和电台主持人、

一位网红、一位YouTube视频博主、
一位造型师、歌手阿尔玛（Alma）和
马林所在的芬兰社会民主党的一位
议员。

由于马林在视频中表现出的状
态十分兴奋，她还被质疑吸食了毒
品。芬兰媒体称，视频背景音中疑似
出现了一个与可卡因或安非他明有
关的词“jauhojengi”，它在芬兰口语
中是“面粉”或“粉末”的意思。然而，
马林否认这是在暗示毒品，并表示
自己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没有吸毒，除了喝酒，我也
没有吃任何东西。我跳舞、唱歌、开
派对、拥抱我的朋友……这些都是
完全合法的事情。”马林说，“我没有
什么东西需要隐瞒，并且我会坚定
决心继续做自己。我有和朋友聚会
的自由，我敢肯定，这一点和我的很
多同龄人是一样的。”

然而，芬兰反对党议员米科·卡

纳（Mikko Karna）却在推特上要求马
林接受药物测试并公布结果。他说：

“人民有权要求他们的总理这样做。”
马林回应称，若有需要，她愿意

接受药检，自己并没有吸毒，所以药
检不是问题，但她也认为这没有必
要，该要求有点过分了。

与此同时，马林也有很多支持者
为她的聚会权利辩护。一位资深的社
会民主党议员安蒂·林德曼（Antti
Lindtman）认为，她在私人活动中跳
舞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现年37岁
的马林来说，其私生活已经不是第
一次被政治化了。去年12月，在芬兰
外交部长新冠检测呈阳性后，作为
密接者的马林依然去一家夜总会喝
酒跳舞。在事情曝光后，马林向公众
道歉并称自己已经接种过疫苗，因
此按照规定不需要隔离。

据澎湃新闻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
基18日在乌西部城市利沃夫会晤联
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土
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此次三方会晤聚焦扩大黑海港口农
产品外运规模、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平
谈判等议题。

美联社报道，自乌克兰危机2月
升级以来，这是古特雷斯第二次前往
乌克兰，埃尔多安则是首次访乌。

古特雷斯在会晤后告诉媒体记

者，他对建立农产品外运“安全走廊”表
示欢迎，各方都希望增加乌克兰港口外
运粮食运力。埃尔多安说，首艘运粮船
本月1日驶离乌克兰后，目前已有25艘
船把大约62.5万吨谷物运往全球市场。

埃尔多安呼吁国际社会不要放弃
外交努力，把俄乌两国7月分别与联合
国、土耳其就恢复黑海港口农产品外
运达成协议所营造的“积极氛围”转至
和平谈判中。他说，土耳其乐于发挥斡
旋作用，“坚信战争将在谈判桌结束”。

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
安全近期备受关注，也是此次三方会
晤讨论的议题。据乌克兰总统府发布
的消息，泽连斯基和古特雷斯18日达
成共识，可能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一
个代表团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考察。

扎波罗热核电站靠近埃涅尔戈
达尔市，是欧洲最大核电站，现由俄
军控制。核电站及周边地区近期炮火
不断，俄乌均指责对方发起攻击。

乌克兰方面指认俄军“故意”袭

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设施，对乌方“核
讹诈”。泽连斯基要求所有俄军立即
无条件撤离核电站及周边地区。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
纳申科夫18日说，乌方计划在古特雷
斯访乌期间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挑衅，
借此指控俄方在这一地区制造人为
灾难。他强调，俄方在核电站及周边
地区均未部署重型武器，只有安保部
队，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核电站
安全。 据新华社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
邦地区法院法官布鲁斯·莱因
哈特18日就解封美国司法部
用于申请海湖庄园搜查令使
用的材料召开听证会，要求司
法部提交证人口供文件中被
隐去的信息并作出解释。

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搜
查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
棕榈滩的住所海湖庄园所执行
的搜查令近期被公开后，多家
美国媒体向法院申请解封证人

口供等用于申请搜查令的材
料，但美国司法部表示反对，称
将影响正在进行的调查工作。

莱因哈特在听证会上听
取了双方的陈述和辩论。他在
听证会结束后表示，司法部的
举证不足以支持将证人口供
完全保密的诉求，他已要求司
法部25日中午前提交证人口
供文件中被隐去的信息以及
一份解释性的法律备忘录。

据新华社

俄罗斯防辐射、防化学武器、
防生物武器部队司令基里洛夫
18日发表声明表示，自7月18日
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多次使用
多管火箭炮、大炮和无人机对位
于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埃涅
尔戈达尔市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进
行攻击。截至8月18日，已经有
12次炮击，其间在核电站和埃涅
尔戈达尔市内记录了50多枚炮
弹和5架自杀式无人机的爆炸。
由于炮击，核电站的辅助支持系
统以及埃涅尔戈达尔的基础民生
设施被损坏。

目前，乌克兰及美方对此尚
无回应。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
连斯基曾表示，任何向扎波罗热核
电站发起攻击的士兵都将成为乌
克兰的“特殊目标”，并指责莫斯科
利用扎波罗热核电站作为“核讹
诈”，增加对欧洲的辐射威胁。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
里·涅边贾警告称，作为欧洲最大
的核电站，一旦扎波罗热核电站出
现问题，将导致大片地域遭到放射
性污染，至少影响包括基辅、哈尔
科夫等在内的8个乌克兰地区。
此外，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白俄
罗斯等国也有可能受到影响。有
报道指出，鉴于扎波罗热核电站
的地理位置，一旦辐射释放，可能
会影响到欧洲大陆的很多地方。

西班牙发现
逾500块巨石组成的巨石阵

美国法官就解封海湖庄园搜查令
申请材料召开听证会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家族企业的前首席财务官
艾伦·魏塞尔贝格18日同检察
部门达成认罪协议，同意做特
朗普集团税务欺诈案的“污点
证人”。

案件审理预期在国会中期
选举前夕开始。特朗普集团称
魏塞尔贝格遭到检方“迫害”，
检方调查出于“政治动机”。

认罪协议

魏塞尔贝格现年75岁，为
特朗普家族效力将近半个世
纪，被视为特朗普在生意上
最忠实的助手之一。去年7月
受纽约州检方起诉后，他从
特朗普集团的首席财务官转
任高级顾问。他18日在纽约市
曼哈顿区的州法院承认税务
欺诈、伪造商业记录等全部15
项指控。

魏塞尔贝格是特朗普集
团税务欺诈案唯一受到刑事
指控的个人。检方指控，特朗
普集团在始自2005年的15年
间向魏塞尔贝格等高级管理
人员提供福利，但为了逃税，
相关资金没有入账。

魏塞尔贝格的律师说，魏
塞尔贝格之所以认罪，是希望

“同这桩案子、同带给他和家
人多年噩梦的官司和个人遭
遇做个了结”。

根据魏塞尔贝格与纽约
州检方达成的认罪协议，今年
10月法院开庭审理特朗普集
团税务欺诈案时，魏塞尔贝格
需作为检方证人出庭作证。案
件宣判后，魏塞尔贝格将在纽
约市赖克斯岛监狱服刑5个
月，如果表现良好，3个多月即
可出狱；另须缴纳税金、利息
及罚款总计将近200万美元，
外加5年监外看管。

批准认罪协议的法官说，
魏塞尔贝格倘若拒绝或者不
遵守认罪协议，可能会被顶格
判处15年监禁。

纽约州曼哈顿地区检察
官阿尔文·布拉格说，魏塞尔

贝格承认利用职位之便中饱
私囊，认罪协议指明特朗普集
团涉嫌“多类犯罪活动”，要求
魏塞尔贝格在庭审时提供“非
常宝贵的证词”。

“政治动机”

特朗普集团发表声明，称
魏塞尔贝格是“可敬的好人”，
一直遭受“执法部门、尤其是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骚扰、迫害
和威胁”，对方出于“政治动
机”，一直想要“拿下特朗普”。

声明宣称特朗普集团无
罪，指认检方试图施压魏塞尔
贝格诋毁特朗普，不惜把企业
给高管配专车这类常见待遇
办成一桩刑事案件。

路透社报道，魏塞尔贝格
的认罪和作证可能有利于检
方，削弱特朗普集团的辩护力
度。如果罪名成立，这家高端
不动产开发商将面临罚款及
其他处罚，商业行为也将受到
约束。

陪审员选任工作定于10
月24日开始。中期选举定于11
月8日投票。美联社说，庭审开
始后，可能会曝光特朗普集团
更多商业操作内幕，但特朗普
的支持者或许不会在乎。

特朗普并未因本案受到
指控。他指认民主党人一手炮
制了整起案件，旨在对他施加
政治伤害。他眼下面临多项调
查，但路透社预期，纽约州检
方如果针对特朗普本人展开
更大范围调查，魏塞尔贝格可
能不会继续配合。

逃税案之外，纽约州总检
察长利蒂希娅·詹姆斯正在调
查特朗普集团是否为获取贷
款和税费优惠而在财务报表
上虚报资产价值。这项调查发
现的证据让检方得以起诉魏
塞尔贝格。

詹姆斯、布拉格以及先
前主持特朗普集团税务欺诈
案调查的前任曼哈顿地区检
察官赛勒斯·万斯都是民主
党人。 据新华社

特朗普前“账房先生”
变“污点证人”

扎波罗热核电站

被曝参加狂欢派对热舞
芬兰女总理：不违法，没吸毒

爆炸连连 世界紧张

会失控吗

联合国、土耳其、乌克兰三方会晤谈了些啥？

■■俄称欧洲最大核电站多次遭袭可俄称欧洲最大核电站多次遭袭可能中断发电能中断发电
■■乌称已邀乌称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率团前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率团前往

俄方正在研究
是否中断核电站发电

基里洛夫说，乌克兰方面多次声
称，俄罗斯武装部队正在对核电站进
行打击，俄罗斯的重型武器部署在核
电站，用于轰炸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
施。俄方准备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
分辨率非常高的真实照片，这些照片
显示核电站区域内没有任何武器，特
别是重型武器。俄罗斯国防部长向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通报了此事。
俄国防部强调，通过大量的军用和商
用外国卫星，美方可以向世界公众展
示同样的信息。

基里洛夫在讲话中警告，由于乌
克兰武装部队的行动，扎波罗热核电
站可能出现类似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和福岛核事故的情况。这样的紧急情

况将导致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其灾难
性后果比欧洲即将发生的天然气能
源危机还要严重，这一点已被一些欧
洲专业组织的预测所证实。

俄方强调，如果与乌克兰炮击
核电站有关的负面局势继续发展，
将会研究 5 号和 6 号机组“冷封存”
的问题，这将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
的运行中断。

乌克兰南部一水电站
近日也遭到攻击

核电是乌克兰的重要能源，乌克
兰境内有多座核电站，提供乌克兰全
国所需电力的大约50%。扎波罗热核
电站是乌克兰最大的核电站，也是欧
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
站有6个核反应堆，发电量约占乌克
兰全国发电总量的25%。

据媒体报道，位于乌克兰南部的
卡霍夫卡水电站近日也遭到攻击，其
中一台涡轮机被关闭。该水电站副主
任阿尔谢尼表示，是乌克兰军队向水
电站发起了炮击，这可能给扎波罗热
核电站带来大麻烦，甚至可能导致核
灾难。据了解，卡霍夫卡水电站为第
聂伯河大型水电站，也是第聂伯河上
六座梯级水电站中的最末级电站。据
悉，出于安全考虑，水电站关闭了一
台涡轮机。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18日在社交
媒体发布消息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
干事格罗西应乌克兰邀请，准备率团
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库列巴写道，
在双方通话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
事格罗西表示，应乌克兰的邀请，他
已准备率领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

今年3月4日，乌方与俄方先后
宣布俄罗斯军队接管了扎波罗热核
电站。俄方表示，核电站工作人员工
作照常，核电站区域内的放射数值也
维持正常。此后几个月，围绕扎波罗
热核电站情况平稳。到了 7 月中下
旬，陆续有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
到无人机攻击，到了 8 月，扎波罗热
核电站区域多次遭到炮击。而这引发

国际社会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可能发
生核泄漏的担忧。

俄放射化学家鲍里斯·茹科夫在
接受采访时分析说：炮击会破坏核电
站，这是肯定的。但直接受损的可能
不会是反应堆本身，反应堆被保护得
很好。它本身很坚固，还有加固的钢
筋混凝土外壳，受损的可能是反应堆
的冷却系统。原则上，这可能会造成

非常严重的事故，不稳定的放射性核
素 被 释 放 出 来 ，比 如 碘 -131、
铯-137。

乌克兰埃涅尔戈达尔市人道主
义工作志愿者马丁纽克也表达了对
局势的担忧：我们谈论的是全世界的
安全，而不仅仅是乌克兰、白俄罗斯、
俄罗斯和周边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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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担忧：这关系全世界的安全

■相关报道

派对热舞视频截图

近日，驻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俄军士兵 图据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