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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云樾名邸业主:
�������我司开发的位于四川省简阳市雄州大
道北段 63 号云樾名邸项目一期 8、9 号楼
之商品房现已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
交付条件，现我司特对交付事宜，向广大业
主通知如下:
�������一、 集中交付时间 :8、9 栋住宅定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集中交付。

二、集中交付办理地址:四川省简阳市
雄州大道北段 63号云樾名邸项目正大门。

请您按上述时间、地点。 如期前往办理
房屋交付手续!咨询电话:13348931064
�������特此公告!

成都和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商品房交付公告●转让车辆一批，87555276。
声明·公告

●户主王乐， 金鱼街48栋1单
元1号公房租用证（编号：378
2）遗失作废。
●四川雷力顿电气技术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9937
629， 李兵法人章编号5101008
616264，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
008616263均遗失作废。
●四川添银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75554105)、 财
务专用章 (编号 :5101008480
252)、 宋绍鹏法人章 (编号:51
01075261752)，均遗失作废。

公 告
四川鼎泰汇鑫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因其他方式无法与你企
业送达相关文书，本局依法对
成武市监罚【2022】04-05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公告送
达 。 详 见 http://gk.chengdu.
gov.cn/govInfoPub/detail.actio
n?id=112127&tn=5成都市政府
信息公开。特此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 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四川添银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什邡市洛水镇五个集镇公厕及
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部章编码
：5101008805284，遗失作废。

公 告
岳金祥、白石友、则永生

(曾用名则志明 )、何康 (曾用名
何呷呷 )、安建新、毛文志、米
永康、何才发、何立梅、刘永
军、何正军、贺发文、胡正华、
米春发、何正兴、李远翠、毛光
华、沈昱邡、沙志坚、胡金铁、
王尔体、马史哈、何海、何正
权、刘阿散、胡阿卡、董成才、
沙志安、王海祥、何阿卡、何挖
机、沈里体、何巫呷、王昌贵、
何阿呷、颜学华与张原于2021
年3月30日签订《工资债权转
让协议》, 将其对盐源县宝清
新兴果业有限公司的工资债

权全部转让给张原。现将债权
转让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
请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向张原履行还款义务。特此
通知。通知人：张原

2022年9月22日
●公示： 我局办理的李兴文被
诈骗案,现依程序需将嫌疑人一
级账户(杨永全,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卡号6217920659330117)中
的35788.22元人民币返还至受
害人李兴文的中国农业银行账
户(卡号6230520460029708272
)内,特此公示。联系人张警官，
电话88299110。
大邑县公安局 2022年9月21日

●青羊区李氏臻享瘦美容服务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10105MA65W7R4
06）遗失作废。
●成都正迈科技有限公司陈云
华法人章编号：510100808889
3，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
088892，均遗失作废。
●成都索尔美特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高智法人章（编号：5101
095262226）遗失，声明作废。
●爱发体育用品成都有限公司
不慎将鹏瑞利(成都)实业有限
公司开具给斯凯奇品牌的租赁
保证金收据(编号7414436,金额
53743.8元)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张原与贺发文、陈开琼、王

昌贵、王春贵、毛文志、何才
发、何立梅、胡秀、胡各各、米
正英、 沙志坚于2021年3月30
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贺发
文、陈开琼、王昌贵、王春贵、
毛文志、 何才发、 何立梅、胡
秀、胡各各、米正英、沙志坚将
其对盐源县宝清新兴果业有
限公司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张
原。现将债权转让以公告方式
通知债务人，请债务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向张原履行还
款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张原
2022年9月22日

●成都双流华浩门诊部
有限公司廖竟好法人章
编号5101160042540遗失
作废。
●四川鑫航悦再生资源
回收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101215080825）遗失
作废。
●成都博川汽车维修有
限公司发票章 （编号：
5101085368741）遗失，声
明作废。
●尼科盛广（成都）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原法人杜娟（法
人章编号5101040084765）损坏
作废。

●四川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武侯区置信路店公章（编
号：5101000992034）遗失作废。

●郑鑫遗失四川电信出入证，
证号LA62575，声明作废。

23日至27日
四地举行全民公投

当地时间9月20日，自行成立的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DPR）和“卢
甘斯克人民共和国”（LPR）宣布将于
9 月 23 日至 27 日就加入俄罗斯联邦
问题举行全民公投。DPR和LPR均未
获得国际社会承认。

据俄新社20日消息，DPR领导人
丹尼斯·普希林当天宣布了公投日期。
普希林还请求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希
望后者在公投出结果后尽快审议
DPR加入俄联邦的问题。

当日早些时候，LPR“议会”宣布
一致通过“公投法”。按照 LPR“人民
委员会主席”丹尼斯·米罗什尼琴科的
说法，当地公民将被问到一个问题：

“您是否支持LPR作为俄罗斯联邦的
组成实体入俄？”

此外，同在 20 日，赫尔松行政机
构负责人萨尔多和扎波罗热行政长官
巴利茨基也宣布当地将举行入俄公
投，日期同为本月23日至27日。

俄将在本国境内
开放几十个投票站

顿巴斯等地区 20 日提议立即就
加入俄联邦进行公投后，俄方对此表
示支持。

据塔斯社21日报道，俄罗斯中央
选举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布拉耶夫
称，将在俄罗斯各地开放几十个投票
站，以便让被迫离开上述四个地区、又
想投票的公民进行投票。

布拉耶夫表示，数十万不得不留
在俄罗斯的这些地区的公民表达了投
票的意愿。另外，在顿涅茨克、卢甘斯
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四个地区举行公
投期间，将有很多来自俄罗斯的观察
员，其中包括来自俄中央选举委员会
的观察员。

据塔斯社报道，投票允许线上和
线下两种形式，投票结果或在投票结
束后5天内公布。

欧盟官员表态
将考虑对俄采取措施

欧美国家第一时间发声谴责。据
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沙利文 20 日称，美方“毫不含糊
地”拒绝任何此类公投。据报道，沙利
文在白宫记者会上称“我们永远承认
这些领土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博雷利 20 日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
不会承认公投结果。他还威胁称，如
果公投继续进行，将考虑对俄采取进
一步措施。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也表示，在
乌克兰相关地区举行的入俄公投不会
得到国际社会承认。

另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
连斯基当天感谢西方国家发声谴责乌
东部地区的公投计划。他说：“我感谢
乌克兰的所有朋友和伙伴，他们对俄
罗斯组织更多伪公投的意图进行了大
规模且坚定的谴责。”

综合央视新闻、国际在线、澎湃新
闻、参考消息

据《英国医学杂志·全球卫
生》21日刊发的研究报告预测，
到2060年，应对肥胖问题的支出
将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
总量的3.3%，比目前升高1.1个
百分点。肥胖不仅损害人体健
康，而且会拖累经济发展。

“现在全球接近三分之二
的成年人超重或肥胖。”报告领
衔作者蕾切尔·纽金特说，“我
们预测到2060年，这一比例会
增至四分之三。”

报告分析了肥胖导致的直
接和间接经济成本，前者主要
是医疗费用，后者包括因肥胖
导致的过早死亡和生产能力丧
失。纽金特说，这些看不见的成
本“构成经济发展的负累”。

根据该报告，目前全球应
对肥胖问题的支出占 GDP 的

2.2%，这一比例可能在资源匮
乏型国家出现最大增幅。报告
预测，到 2060 年，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应对肥胖问题的支出可
能占GDP的11%，该数据在加
勒比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可
能达到10.2%。

据法新社报道，这份报告
首次预测了肥胖在各国导致的
经济成本，该报告已经过同行
评议。

报告同时强调，超重和肥
胖引发的经济成本更多是社会
和商业环境共同导致的后果。
墨西哥营养和健康研究中心主
任西蒙·巴尔克拉提醒，肥胖是
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导致的复
杂疾病，他呼吁停止将这些问
题完全归咎于个人，停止对肥
胖者污名化。 据新华社

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
尼奥市警方 20 日接到报警电
话，称当地一所中学疑似发生
枪击，闻讯赶来的家长“包围”
了学校，一些人试图冲破封锁
进入校园时与警方发生肢体冲
突，最终发现是虚惊一场。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他
们当天接到圣安东尼奥市托马
斯·杰斐逊中学可能发生枪击
的报警电话，学生家长在13时
左右开始包围这所学校。警方
封锁校园并展开搜查，没有发
现显示枪击可能或正在发生的
迹象。

圣安东尼奥独立学区警长
约翰尼·雷耶斯说，警员到达报
警电话所称事发地点，“很快确
认没有发生枪击”，倒是发现一
些学生起了争执，但涉事学生

否认携带或亮出任何武器。
据美联社报道，一些受到

惊吓的学生给家长打电话，家
长们急忙赶到学校。现场当时
有 29 名学区警察局警员和 58
名市警局警员。

一些家长急于进入校园救
孩子。一名男子试图用刀子破
窗而入，伤到自己手臂，随后被
警员摁倒在地。一群家长见状，
与警员发生肢体冲突，被戴上
手铐。

今年5月24日，一名男子持
枪闯入得州尤瓦尔迪市罗布小
学，枪杀19名小学生和两名教
师。这是美国10年来遇害人数
最多的校园枪击事件，而调查发
现现场警员反应迟缓、应对不
力，让受害者家属更添愤慨。

据新华社

当地时间20日，2022年德
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
会开幕。当天，中国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
速磁浮交通系统首次在欧洲亮
相，引起了广泛关注。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
通系统于2021年在中国青岛成
功下线，是当前可实现的速度最
快的地面交通工具，也是世界首
套设计时速达600公里的高速
磁浮交通系统。这套系统配备了
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及灾
害预警方案，可实现自动驾驶、
实时监测、自动预警、远程决策
的一体化综合智能方案。

这辆高速磁浮列车将会成
为当前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
具，同时也据了解，现在中国正
在运营的三条磁悬浮线路时速
可达 430 公里，而日本磁浮最
高时速为 320 公里，显然中国
磁浮技术已经领先于世界，因
此各国都在加紧研发新技术，
在保证安全的同时提高速度。

如今，德国磁悬浮技术在
试验后时速最高可达505公里，

还是稍微逊色于中国磁浮技
术。显然，中国的磁悬浮技术已
经反超德国日本，正在领跑全
球，这让德国羡慕不已，有德国
媒体直言称，虽然磁悬浮列车
是由德国发明，但如今中国已
经实现了德国的磁悬浮之梦。

对此，前去观展的爱好者
格奥尔格表示，这项技术给人
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磁浮交
通系统在舒适度、安全性方面
优势明显，它将很有可能成为
飞机的“劲敌”。

此外，中国对成本的控制
也是十分讲究的。高温超导体
技术远远低于日本的低温超导
技术，这也会极大程度地拓宽
列车对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

这套时速600公里高速磁
浮交通系统已经堪比飞机，这
意味着，我国已经掌握关于高
速磁浮成套的技术与拥有产业
化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填补高铁与航空之间的空
白，从而有利于我国建成更完
善的交通网络。

综合央视新闻、北晚在线

乌克兰四地明起举行

呼吁相关各方通过对呼吁相关各方通过对
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各国各国
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
尊重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
应该得到重视应该得到重视。。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 9 月2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频讲话，
宣布进行部分动员。

只涉及军事人员，不涉及大学生

普京表示，西方的目的是使俄
罗斯虚弱、与世界隔离并毁灭俄罗
斯。普京指出，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
后，乌克兰方面曾对俄方提出的建
议做出过积极反馈，但“正是在西方
的指示下，乌克兰中断了与俄方达
成一致的进程”。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21 日
表示，在部分动员过程中，将征召
30万名预备役人员。

据央视军事微博，绍伊古指出，
俄罗斯不但与乌克兰作战，而且是在
同西方国家作战。西方国家的指挥人
员在基辅指挥乌方军事行动，西方国
家的70多颗军用卫星和200颗民用
卫星参与探测俄军所在位置。

国防部长绍伊古称，目前的部

分动员只涉及那些具有军事专业和
战斗经验的人员。动员不涉及大学
生。义务兵不会派遣至前线。

俄称乌军队死亡61207人

当地时间9月21日，俄国防部
长绍伊古表示，目前已经有5937名
俄军官兵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牺牲。
绍伊古称，乌克兰军队已经减员一
半，死亡61207人，受伤49368人。

另据央视军事微博最新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21 日的视频讲
话中表示，俄方将支持顿巴斯地区、
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居民在全民
公投中做出的决定。

21 日，俄罗斯股市低开，俄罗
斯RTS指数一度跌超11%，俄罗斯
MOEX指数一度跌超9%。

市场层面，国际油价直线拉升，
截至发稿，布伦特原油价格连日内涨
幅达2.95%，报92.04美元/桶；美原油
主连涨2.61%，现报86.13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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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电视台9月20日报道指
出，俄罗斯没有完全控制上述准备
进行入俄公投的四个地区中的任何
一个，顿涅茨克地区只有约60%的
土地在俄罗斯手中。路透社称，举行
公投的四地总面积约占乌克兰领土
的15%，与匈牙利的国土面积相当。

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如果上
述四个地区最终通过了入俄公投
并获得俄罗斯的承认，那么将出
现俄罗斯与北约在俄乌战场进行
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由于北约
成员国自冲突爆发以来便向乌克
兰提供武器，俄方也多次对此表
示抗议和不满，外界曾多次警告
或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半岛电视台称，鉴于目前乌
克兰正在进行反攻并“取得一些
进展”，顿涅茨克等地“入俄”，将
是一场“重大升级”。

俄罗斯政治分析中心负责人
斯塔诺瓦娅表示，所有关于公投的
讨论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和西方
发出的“绝对明确的最后通牒”。

据塔斯社报道，当地时间 9
月 21 日，普京发表视频讲话，宣
布签署“部分动员令”，目标“解
放”顿巴斯。“西方已经表明它不
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实现和
平。”普京表示，那些试图“用核武
器勒索俄罗斯”的人应该知道，风
向可能会转。

会否引发俄乌冲突重大升级？

普京宣布：
部分动员

俄部长：将征召30万名预备役人员
俄股指一度跌超11%，布油涨近3%

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四地决定，将于9月23日至9月27日举行入俄公投。
俄方对此表示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发表视频讲话时表示，“我们将支持上述地区公民在

公投中做出的决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则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不会承认公投
结果。他还威胁称，如果公投继续进行，将考虑对俄采取进一步措施。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通过对话协
商妥善解决分歧。汪文斌指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我们始终主张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
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9 月 20
日报道，俄调查机构 INSOMAR 9
月 19 日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
波罗热和赫尔松四个地区分别采
访了 1000 名受访者，调查结果显
示，当被问及愿不愿意参加本地区
领土归属问题的投票时，80%顿涅
茨克的受访者愿意参加；14%的人
不愿意；6%的人难以回答。在卢甘
斯克，83%的人表示愿意参加；12%
的人不会参加；5%的人难以回答。
在扎波罗热地区，72%的人愿意参
加；14%的人给出相反意见；同样多
（14%）的人很难回答。在赫尔松地
区，准备参加投票的比例为 65%；

24%的人不愿参加投票；11%的人
难以回答。

塔斯社报道称，赫尔松行政机
构预计投票率将高达 80%。赫尔松

“副州长”基里尔·斯特雷穆索夫表
示，公投的安全性将得到保障。他同
时称，希望俄罗斯在公投后承认该
地区。“俄罗斯军队控制了赫尔松
95%的领土，希望公投入俄的结果
能使民众在赫尔松的生活更加安
全。”斯特雷穆索夫说。

扎波罗热行政长官巴利茨基
表示，加入俄罗斯将保障该地区人
民的自由、生活、和平、相互理解和
福祉。

俄调查机构：
四地大多数民众愿意投票

俄总统普京21日发
表视频讲话时表示，“我们
将支持上述地区公民在公
投中做出的决定”。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沙利文务助理沙利文2020日称日称，，
““我们永远承认这些领土属我们永远承认这些领土属
于乌克兰的一部分于乌克兰的一部分”。”。欧盟欧盟
官员也表示官员也表示，，欧盟及其成员欧盟及其成员
国不会承认公投结果国不会承认公投结果。。

俄方

欧美
当地时间2022年7月5日，顿巴斯地区（包括卢甘斯克、顿涅茨克）遭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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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与北约或面临
直接军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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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速磁浮系统
首次亮相欧洲

“它将是飞机的强劲对手”

研究报告：
肥胖，会拖累经济发展

美国得州校园再现“乌龙枪击”

中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