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今日俄罗斯”网站8月22
日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的发言人杜加里克当日对记者
说，联合国呼吁对杜金娜被害案
进行全面调查，以查明所有事实。

当地时间23日，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在结束与叙利亚外长的
会谈之后对记者表示，他认为暗
杀杜金娜是“野蛮的犯罪”，那些
组织实施犯罪的人不可饶恕。

他说，目前俄联邦安全局正
在就掌握的事实进行调查。他希
望调查尽快结束。根据调查的结
果，所有参与犯罪的组织者、指使
者、执行者都应当得到惩罚。

8 月 22 日，俄罗斯联邦安全
局表示，杀害杜金娜的犯罪行为
是由乌克兰特勤部门准备和实施
的。执行者是娜塔莉亚·帕夫洛夫
娜·沃夫克。

俄外长拉夫罗夫：

所有参与暗杀杜金娜的人
都应当得到惩罚

对杜金娜被害案
进行全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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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 22 日发起诉讼，请求联邦法
院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负责监
督审阅从海湖庄园“抄”走的文
件，阻止联邦调查局（FBI）审阅
这些文件。

这是特朗普两周前遭“搜
家”后首次针对这一执法行动发
起法律诉讼。

“不让FBI查文件”

特朗普律师团队在诉状中
说，尽管特朗普已经给予“充分
配合”，联邦调查局仍然发起突
击搜查，是“令人震惊的侵犯性
举动”。诉状称，搜查前总统住宅

“没有先例、毫无必要”。
诉状指认，民主党政府“长

期不公平对待”特朗普，把执法
机关当作“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武
器”。特朗普一旦决定参加2024
年总统选举就会是共和党参选
人中的“领跑者”。

受命于美国司法部，联邦调
查局 8 日从特朗普位于佛罗里
达州棕榈滩的住宅海湖庄园查
抄 11 套“机密文件”，其中多份
标注“绝密”。

特朗普 22 日重申“所有文
件先前已经解密”，指认联邦调
查局搜查海湖庄园“非法、违
宪”。司法部反驳说，搜查获得联

邦法官授权，有“合理依据”。
特朗普律师团队要求法官

任命一名与本案无利益关系的
特别主事官，不听命于司法部，
负责核查从海湖庄园抄走的文
件并确认受“行政特权”保护的
文件，即总统有权不对外公布的
特定信息。

控方律师认定，遭查抄的文
件都应受到“行政特权”保护。不
过，美联社说，最高法院从未确
认前总统是否有权把那些文件
列入“行政特权”保护范围。

诉状没有递到签发搜查令
的佛州劳德代尔堡市联邦地区
法院，而是距离更远的皮尔斯堡
市佛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该法
院唯一法官艾琳·坎农由特朗普
在2020年任命。

欲阻进一步调查

路透社报道，当涉及高度敏
感案件，法院有时会任命特别主
事官审阅被查抄文件，避免由调
查人员审阅机密信息。

法新社解读，如果法院同意
任命特别主事官，而后者认可特朗
普方面关于“行政特权”的说法，则
有可能阻止调查人员审阅相关文
件。如果司法部考虑指认特朗普拒
绝交还机密文件继而妨碍调查，特
别主事官还可能施加干预。

根据事后公开的搜查令，调
查人员怀疑特朗普从白宫非法
带走其任内经手的高度机密文
件和官方档案，且拒绝交还，此
举涉嫌违反《反间谍法》，而且那
些文件对联邦层面针对特朗普
的一些调查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司法部和国会众议
院正分别调查 2021 年 1 月 6 日
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矛头指向特
朗普是否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

美国法律规定，总统任内所
有官方文件须留存，并在卸任时
交由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管
理。后者今年年初说，他们从海
湖庄园运回 15 箱文件，特朗普
任内一些纸质文件“被撕毁”。据

《纽约时报》最新报道，联邦政府
从海湖庄园总计索回 300 多份

“机密文件”。
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

告诉美联社记者，联邦调查局和
司法部官员 6 月经过寻访调查
认定，特朗普还藏了一部分文
件，因而决定突击搜查。

特朗普眼下身陷联邦和州
级机构多项调查。按照路透社
的说法，海湖庄园被“抄”标志
着调查行动的重大升级。联邦
调查局和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期
联合发布的内部通报警告，搜
查事件后，联邦执法部门所受威
胁增加。 据新华社

加拿大媒体22日报道，国
际知名摄影师优素福·卡什
1941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拍摄
的一张知名照片在渥太华洛里
耶宫饭店（又译劳里尔堡酒店）
被盗，盗贼用一张仿品替换。

这张《愤怒的丘吉尔》摄于
丘吉尔在渥太华向加拿大议会
发表关于二战的演讲后。丘吉
尔原本叼着雪茄，但卡什认为
那一形象难以体现丘吉尔的勇
猛和斗志，于是突然上前，说

“对不起”的同时一把夺下雪
茄。被惹恼的丘吉尔怒目而视，
左手叉腰，即将发火。卡什抓住
这一瞬间，按下快门。就这样，
一幅名作诞生。

许多人认为，这张照片传
递出丘吉尔坚定与纳粹作战到
底的勇气。照片很快被许多报
刊争相发表，还被多国印制成
邮票发行。原作上留有卡什亲
笔签名，挂在饭店阅读休息室
展出。

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洛
里耶宫饭店一名工作人员 19
日发觉照片没挂好，看上去跟
其他展出的照片有点“不一
样”，于是上前检查，结果发现
照片被调换，但不知这事发生
了多久。后经进一步调查，饭店

方面确认原作被盗。
饭店方面已于20日报警，

并公开征集线索。
卡什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

大的人像摄影师之一，他的工
作室就设立在洛里耶宫饭店
内。自 1998 年起，他的系列摄
影作品在饭店展出，其中包括
这张《愤怒的丘吉尔》。

饭店总经理热纳维耶芙·
迪马说：“我们对这种无耻行为
深感悲痛。”迪马说，作为预防
措施，在饭店阅读休息室展出
的卡什其他摄影作品已被取
下，待能够“确保安全”时再重
新展出。 据新华社

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长
玛丽亚姆·奥朗则布 22 日说，

巴内阁已经批准一
项协议草案，允许
政府派部队协助今
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安保。

奥 朗 则 布 在
巴基斯坦总理夏
巴兹·谢里夫访问
卡塔尔前一天公
开这一消息。奥朗
则布说，巴方将与
卡塔尔政府签署
这份协议。

暂不清楚双方
何时签署文件。路
透社记者所见巴基
斯坦内阁协议草案

显示，卡塔尔政府请求巴方在
世界杯期间提供安保领域的协
助，巴军方提议两国就此事签
署协议，目的是明确双方责任、
职能以及巴方派出执行安保任
务的人员数量。

卡塔尔足球世界杯定于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8 日举行。
卡塔尔政府暂未证实巴方说
法，也没有解释为何需要巴方
协助。

夏巴兹定于 23 日起访问
卡塔尔，为期两天。巴政府公告
显示，“巴方和卡塔尔将讨论双
边关系，尤其是推进能源、贸易
和投资方面的合作”。夏巴兹计
划参观卡塔尔首都多哈一座足
球场馆，了解卡塔尔政府为世
界杯所作准备。 据新华社

当地时间8月23日，澳大
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公布了由总检察长史蒂芬·多
诺霍撰写的报告。总检察长对
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任职期
间秘密任命自己兼任五个部长
职位的行为进行了审查。

根据总检察长的调查结
果，前总理莫里森兼任五个部
长的任命有效，但没有通知各
位部长、国会，也没有告知公
众，“从根本上违反了”责任政
府的原则，且不符合惯例。

阿尔巴尼斯表示，今后需
要确保政府透明度，并将对这
一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

当地时间8月23日，澳大
利亚总检察长多诺霍在报告中
指出，前总理莫里森在总理任
期内秘密兼任多个部长职位的
做法没有违反法律，但“从根本
上违反了”政府的原则。

据《卫报》8 月 23 日报道，
多诺霍表示，莫里森曾在2021
年4月15日，即总理任期内，任
命其本人担任卫生部长、财政
部长等五个部门的部长职位，
几项任命均有效。多诺霍称：

“莫里森没有把任命告知有关
部门的部长和国会，也没有告

知公众，从根本上违反了责任
政府的原则。”多诺霍指出，根
据澳大利亚宪法第64条，上述
任命均有效，但如果某个部门
部长的身份没有被公开，那么
国会和公众就不可能让这位部
长对其管理的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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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总督赫尔利称，他

“根据（时任）总理的建议签署
了行政文书”，但是否公开任命
是政府的决定。

多诺霍呼吁现政府弥补现
有政策中的漏洞。澳大利亚现总
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一建议涉
及到澳大利亚的政府体系，莫里
森应对澳大利亚人民道歉。阿尔
巴尼斯指出，澳大利亚政府今后
的立法或出现一定变化，以确保
政府的透明度。澳政府会对这一
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但后续调
查不会是政治性的。8月23日早
些时候，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
称，莫里森应为此面对“严重的
政治后果”。

综合央视新闻 澎湃新闻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 22 日
确认，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印
度裁减大约 3000 名白领和合
同工。

福特公司当天在一封发
送给员工的内部电子邮件中
写道，本周将告知被裁员工这
一消息，“构建未来需要改变
和重塑我们一个多世纪以来
运营方式的几乎所有方面”。
上述电子邮件署有福特首席
执行官吉姆·法利的签名。福
特一名发言人说，裁员令将在
9月1日生效。

裁员主要针对福特在美
国、加拿大和印度的员工，其中
大约 2000 人为按月领取薪酬
的全职员工，其余1000人为合
同工。此次裁员并非毫无征兆。
美国彭博新闻社 7 月报道，福

特计划裁员8000人，从而节省
更多资金用于投资电动车业
务。福特当时未就裁员一事置
评，仅称正聚焦重组架构，使资
金向电动车部门倾斜。

法利曾说，计划在2026年
前将年度成本削减30亿美元，
以期届时实现税前利润率达
10%的目标。福特去年税前利
润率为7.3%。

福特 3 月宣布重组计划，
拆分传统燃油车和电动车业
务。其中，燃油车业务称作“福
特蓝”，电动车业务称作“福特
Model e”，由不同团队领导，
财报也将分开。这两个分支总
部都留在密歇根州。按照福特
说法，2022 年至 2026 年，福特
公司将在电动车方面投入500
亿美元。 据CCT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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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更正

更正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
学于2022年7月26日至28日发
布的“注销公告”中的统一社会
信用 代 码 M5151010400698730X
为52510100740300316K， 原公告
其他内容依旧有效。
●成都蝴蝶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6035572
5）遗失作废。
●四川汇风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0944007
6） 财务章 （编 号 ：510100944
0080） 陈海会法人章 （编号：
5101009440081）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天地环卫保洁
服务有限公司原法人雷奉兵法
人 章 编 号 5101070045347 遗 失
作废。
●成都纳亚卓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赵政法人章 （编号：510105
5302601）， 公 章 （编 号 ：510
1055302598）， 财务专用章（编
号：5101055302599）， 发票专用
章（编号：5101055302600）均遗
失作废。

●四川秦川大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码：510104
0189245， 原法人陈昌勇法人
章 编 码 ：5101040189246， 均
遗失作废。
●成都市力美鑫门窗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135021127）遗
失作废。
●成都睿安深研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代 码 91510100MA6797686X）
、公章（编号5101095469257）均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青白江区盾宾堪五金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13MA65U5R8
7F遗失作废。
●成都乐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财 务 章 （编 号 ：510104015506
4）、 郑 上 焓 法 人 章 （编 号 ：
5101040155065）均遗失作废。
●成都殇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
04MA68PD736J） 经股东大会决
定予以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于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成都博磐力德商贸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8529106
2遗失作废。
●成都华亿宸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75266644） 遗失
作废。
●成都明瑞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信用代码91
510106MA7FWJEB9U遗失作废。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
司成都崇州锦江加油站，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证书编
号 ： 川 蓉 崇 危 化 经 字【2021】
00030号，遗失作废。
●彭州市安信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公章 （编号：510182
0072925）遗失作废。

针对莫里森的调查
澳总理公布结果

“秘密兼任部长不违法，但违反政府原则”

《愤怒的丘吉尔》被盗

福特确认：将裁员3000人

协助卡塔尔世界杯安保
巴基斯坦拟派兵

欲阻FBI审阅查抄文件
特朗普告上法院

俄总统普京签署命令
追授杜金娜英勇勋章

当地时间23日上午，
达莉娅·杜金娜的遗体告别
仪式在莫斯科奥斯坦金诺中
心举行。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
总统普京8月22日签署命
令，追授达莉娅·杜金娜英
勇勋章。另据俄新社22日
报道，克宫发表声明称，俄
罗斯总统普京向杜金娜的
家人表达了慰问。普京称杀
害杜金娜是“卑鄙、残酷的犯
罪行为”。

当地时间8月21日，美国共和党众议
员切尼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联邦调查局
（FBI）搜查前总统特朗普海湖庄园一事有
任何政治动机。

据 美 国 消 费 者 新 闻 与 商 业 频 道
（CNBC）8月21日报道，切尼表示，“我没
有看到有任何证据能证明，FBI此举有政
治动机。当FBI对海湖庄园进行突击搜查
后，共和党人立刻‘条件反射般地’攻击这
些特工时，我感到非常羞愧。当我得知特
朗普公布了参与行动的特工的名字，并因
此造成暴力事件后，我感到（这一切）非常
恶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8月16日，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国会中
期选举的党内预选。切尼在共和党预选中
不敌对手、特朗普支持的竞选人哈格曼，
将在2023 年1 月结束她本人第三届国会
众议员任期。

在国会初选失败后，切尼表示，她将与
民主党和共和党合作，确保特朗普不再担
任总统一职，“我认为，我们必须确保特朗
普不再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不过，
切尼在败选后的演讲中还表示，她将继续
与特朗普对抗，她“正在考虑”竞选美国总
统。英国广播公司（BBC）形容切尼为“特
朗普的头号敌人”。 据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8月23日，俄媒采访了
杜金娜遇袭案嫌犯之父。他表示，女儿
娜塔莉亚·帕夫洛夫娜·沃夫克曾是乌
军的一员，但并未像俄方宣称的那样
曾加入亚速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3日采访了娜
塔莉亚·帕夫洛夫娜·沃夫克的父亲。
娜塔莉亚·帕夫洛夫娜·沃夫克此前被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锁定为达莉娅·杜
金娜遇袭身亡一案的主要嫌疑人。她
的父亲告诉俄媒，自己的女儿曾在乌
克兰武装部队中服役，但没有加入过
亚速营，她现在已经退役。亚速营是乌
方一支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右翼准军
事组织，在俄被认定为“恐怖组织”。

娜塔莉亚·帕夫洛夫娜·沃夫克的
父亲还称，沃夫克在服役期间从未参
与过基辅政府在东部顿巴斯地区进行
的“反恐行动”。2014 年基辅“广场革
命”后，新成立的波罗申科政府曾宣布
在分离主义武装活跃的顿巴斯地区展
开“反恐行动”，双方爆发了长期而激
烈的战斗，乌克兰的军队和警察队伍
曾先后参与了此行动。

沃夫克的父亲还透露：“沃夫克去
过欧洲，好像是法国，以难民的身份。
但她不喜欢法国，后来去了波兰，之后
又返回乌克兰。”

综合央视新闻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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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现场 图据微博@CCTV国际时讯

“特朗普的头号敌人”切尼：
没证据证明

海湖庄园遭搜查有政治动机

8月22日，乌克兰国家安全
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表
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策划了莫
斯科州汽车爆炸案，目的是嫁祸
给乌克兰。他还强调，乌克兰与
此事件无关。丹尼洛夫表示，“这
是俄罗斯特种部队所为。”

乌官员：

乌克兰与此事件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