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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报告境内首例确诊 新加坡确诊一例

阿富汗地震
已造成 920 人死亡

亚洲出现猴痘病例！
英国发布猴痘应对策略：

韩国疾病管理厅22日表示，该国确诊首例猴痘病例，防疫部门将本国猴痘
疫情预警级别上调至“注意”。在东南亚，新加坡卫生部门21日深夜宣布确诊一
例境外输入猴痘病例。
这显示这一波猴痘疫情继5月在欧洲、美洲等非流行地区暴发后，也已在亚
洲出现。

建议向高风险人群
提供天花疫苗

韩国将猴痘疫情预警级别上调至“注意”
韩国疾病管理厅 22 日表示，该
国确诊首例猴痘病例，防疫部门将
本国猴痘疫情预警级别上调至“注
意”
。
据韩国疾病管理厅消息，确诊
病例为 21 日从德国经仁川国际机
场入境的韩国人。该患者入境时存
在疑似感染猴痘的症状，向疾病管
理厅申报后被归类为疑似病例，经

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和
核酸测序分析后，最终被判定为确
诊病例。目前患者已被送至仁川医
疗院接受治疗。
韩国防疫部门于 22 日召开危
机评估会议，决定将本国猴痘预警
级别从“关注”上调至“注意”。韩国
传染病预警级别从低到高分为四
个阶段，分别是关注、注意、警惕、

严重。
韩国总统尹锡悦当天指示防
疫部门加强入境人员检疫管理，密
切注意境内猴痘病例新增情况。尹
锡 悦 说 ，防 疫 部 门 需 做 好 万 全 准
备，必要时向医疗一线快速供应相
关疫苗和治疗药物，并尽早完成新
一代疫苗和猴痘抗病毒治疗药物
引进工作。

新加坡确诊病例为英国籍空中乘务员
新加坡卫生部 21 日深夜通报
一例猴痘病例，为输入型病例，是一
名 42 岁的英国籍男性空中乘务员，
本月中旬随国际航班往来新加坡，
20 日猴痘检测阳性，收治于新加坡
国家传染病中心，目前病情稳定。
流调已确认的 13 名密接者将按
规定接受 21 天隔离，自最近一次与
患者接触起计。
相关部门仍在调查涉
疫航班和病例在新停留期间轨迹。
新加坡上一次报告猴痘病例是

在三年前。
新加坡是今年以来首个报告猴
痘病例的东南亚国家。按照世界卫
生组织划分的六大区域，韩国和新
加坡属“西太平洋区”。同一区域内
的澳大利亚上月 20 日报告这一波
猴痘疫情以来该国首例猴痘病例，
截至本月 15 日累计确诊 8 例病例。
猴痘病毒主要在中非和西非地
区流行，但自上月非流行国家报告
猴痘病例以来，
欧洲、美洲等地已有

目前没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

30 多个国家出现猴痘病例，迄今累
计确诊 2000 多例。截至 21 日，法国
卫生部门累计报告猴痘病例增至
277 例；加拿大现有猴痘病例增至
198 例；英国已报告 793 例，为欧洲
最多。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定于
23 日主持召开世卫组织紧急委员
会会议，评估这波猴痘疫情是否构
成“ 国 际 关 注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

英国卫生安全局 21 日发布猴痘
应对策略，建议向猴痘感染高风险人
群提供天花疫苗，
以控制猴痘传播。
目
前，
该国累计猴痘病例已近 800 例。
英国卫生安全局指出，尽管任何
人都可能感染猴痘，
但最新数据显示，
猴痘在包括但不限于同性恋、双性恋
和其他男男性行为者等人群中传播风
险更高。猴痘病毒目前还没有被定义
为性传播感染，但它可以通过性行为
中的亲密接触传播。
根据目前可用的疫苗供应以及英
国疫苗接种与免疫联合委员会的建
议，英国卫生安全局建议向高风险人
群提供天花疫苗，
以阻断猴痘传播。
英国卫生安全局说，目前英国及
欧洲其他国家没有获得许可用于猴痘
免疫的疫苗。但由于猴痘与天花同属
正痘病毒属，因此为天花开发的疫苗
被认为可提供针对猴痘的交叉保护。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
由
猴痘病毒感染引发。
猴痘病毒可通过密
切接触由动物传染给人，
也可通过被病
毒污染的材料密切接触传染。
人感染猴
痘的初期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肉酸
痛、
背痛、
淋巴结肿大等，
之后可发展为
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
多数患者会在
几周内康复，
但也有患者病情严重，
也
可能导致死亡。
据新华社

一名地震中受伤的小女孩在接受救治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 22 日，阿富汗临
时政府在喀布尔就阿东部地震
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目前
最新伤亡数据。阿富汗临时政
府灾害管理部代理副部长穆斯
利姆介绍，
截至目前，
地震已造
成 920 人死亡，
610 人受伤。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
定，6 月 22 日 4 时 54 分在阿富
汗（北 纬 32.95 度 ，东 经 69.48
度）发生 6.2 级地震，震源深度
30 千米。震源位于阿富汗阿霍
斯特省西南部，临近帕克蒂亚
省。首都喀布尔也有震感。此
外，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
巴基
斯坦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等
多地也有震感。
帕克蒂亚省贾尼区（Giani）

西班牙奥委会
宣布放弃申办 2030 年冬奥会
当地时间 6 月 21 日，西班
牙奥委会主席布兰科宣布，由
于各方无法达成一致，西班牙
阿拉贡大区和加泰罗尼亚大区
联合申办 2030 年冬奥会的项
目将被放弃。
此外，
西班牙奥委
会拒绝了加泰罗尼亚大区单独
申办 2030 年冬奥会的提案。西
班牙奥委会表示将与国际奥委

被立陶宛禁运货物清单长达66页

俄飞地加里宁格勒官员：
希望邻居停止
“疯狂举动”
战略要地加里宁格勒：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是
遭遇台风较多的国家，日本横
滨国立大学和创业公司正在研
发利用台风发电的技术，以变
害为利。
据《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经中文网”
21日报道，
横滨国
立大学正在研发可在海上追随
台风进行发电的自动驾驶专用
船。该校于 2021 年 10 月成立了
“台风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
核心
项目之一是研发台风发电船。
该

同时扼守中西欧
通向俄的海陆通道

最近几天，一个弹丸之地成为
了俄乌冲突中的热词，它就是俄罗
斯的加里宁格勒州。这块俄罗斯飞
地面积仅 1.5 万平方公里，根据俄
罗斯 2022 年的统计，这里人口大约
是 103 万。但就是这么个看似不起
眼的地方，却因为一则铁路部门的
“禁运令”，而引发俄罗斯和立陶宛
两 个 国 家 之 间 的 外 交 纷 争 。连 日
来，俄罗斯多方围绕立陶宛的“禁
运令”密集发声。

加里宁格勒州州长：
被禁货物将通过海运往“飞地”
据塔斯社报道，加里宁格勒州
工贸部门公布被禁止经立陶宛过境
通过铁路从俄罗斯其他地区运往该
州的货物清单。从公布的文件中可
以看出，家用电器、豪华汽车和其他
各种奢侈品、艺术品和古董、台球和
保龄球设备、高尔夫设备以及价值
超过 1000 欧元的乐器被禁止运往
加里宁格勒州。
报道称，清单上还包括“除救护
车以外的价值超过 50000 欧元的陆
为您服务

广告
独家代理：成都为您服务广告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登报专线

房屋租售
●成都绿道体育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拟出租位于青羊区东坡路
460号东坡路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项目，具体面议。联系人： 王
左；电话：13551283779。

声明·公告
●北京华夏中兴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双流分公司 （核准号J651
0122057901； 开户银行： 中国
银行双流机场支行； 帐号：12
6662493025）遗失作废。
●成都祥宏宇制冷设备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275
253，朱春宇法人章编号510107
5275255遗失作废。

028-

海空人员运输设备、升降椅、缆车牵
引装置、单价超过 5000 欧元的摩托
车及其零配件”。清单中还包括纯种
马、鱼子酱、松露、雪茄和香水，工业
设备、机床和生产机器以及建筑材
料也在被禁清单之列。
报道称，这份 66 页清单是欧盟
国家禁止向俄罗斯供应的受制裁商
品清单的翻版。加里宁格勒州州长
安东·阿利汗诺夫早先已表示，被禁
止通过立陶宛过境的货物将使用海
运，不在禁令之列的货物仍将通过
铁路运输。

加里宁格勒官员：
立陶宛在这条铁路上挣了很多钱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
鲁舍夫 21 日在加里宁格勒州与当地
官员就能源供应等问题进行商讨。
他
表示，
立陶宛限制加里宁格勒地区的
交通运输是对俄罗斯充满敌意的决
定，俄方将很快采取措施进行回应。
同一天，欧盟驻俄罗斯大使马库斯·
埃德雷尔表示，
立陶宛方面只是在执
行欧盟的对俄制裁措施，
加里宁格勒

86784155 86621326

声明作废
成都普罗米斯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金牛区分公司 ， 合同专用
章 （编号：5101065095457） 因
严重磨损、现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鸿韵雅达服饰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40310828、 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4031082
9、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40310
830、郑英法人章编号：5101040
492433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美郝优选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7MA69L2F5
2W）， 公 章 （编 号 ：5101075
711567，）均遗失作废。

不存在被
“封锁”
的说法。
针对立陶宛宣布禁止经立陶宛
境内铁路向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
州运输货物的做法，加里宁格勒民
众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和不满。加里
宁格勒州的官员表示，希望立陶宛
能停止这种疯狂的行为。
一名加里宁格勒居民表示，禁
运不仅会导致货物的短缺，更会带
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建筑工作将会
停止，道路发展（也会停滞），一切只
会变得更糟。我认为很多人会失业，
因为他们别无他选。
”
当地官员则表示，加里宁格勒
的铁路运输给立陶宛带来了大量的
经济利益，立陶宛做出如此的决定，
让人难以理解。加里宁格勒官员 迪
米特里·利斯科夫说：
“ 我们仍然希
望我们的邻居（立陶宛）能停止这种
疯狂的举动，因为跟其他制裁一样，
这样的行为会重创立陶宛经济。别
忘了，我们的邻居（立陶宛）从加里
宁格勒铁路运输中挣了很多钱。”
利斯科夫表示，他们会在海运
方向规划运力，弥补铁路遭禁运造
成的运力不足。

地址：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律师提醒：本栏目文字信息均由刊登人自行提供，使用前请注意核验相关证照和手续。

●成都时光星途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51
05073遗失作废。
●成都素雅堂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周璐宇法人章编号51010750
96512遗失作废。
●成都睿予集智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周正明法人章编 号 51010
75933868 公 章 编 号 510107590
6892均遗失作废。
●成都宏德永达汽车用品有限
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75084
677）遗失作废。
●四川省坤林欣运铁路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 （印章编码510100
9450364）遗失作废。

公 告
成都市青羊区小关庙街33
号2单元6楼17号国有直管公房
承租人成都市电表厂违反国有
直管公房租赁合同约定， 长期
拖欠该房租金， 我局决定终止
原成都市青羊区房产管理局与
成都市电表厂就该房建立的租
赁关系， 作废就该房签订的国
有直管公房租赁合同， 我局将
该房收回管理。
成都市青羊区住房建设和交通
运输局
2022年6月23日
●四川益记银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原法人胡友金法人章编
号：5101096154396遗失作废。

编辑 郭庄 美编 刘静 帅健宏

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最西
部的一个行政区，首府是加里宁
格勒市。
虽然面积不大，
人口也不
多，
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
它的战
略意义十分重大。
加里宁格勒州成为游离于俄
罗斯联邦本土之外的飞地，既是
1991 年苏联解体的直接结果，也
是二战后欧洲政治版图变化的延
续。
二战后，
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州
这片地区被划归进了苏联的版
图，
苏联解体后，
波罗的海沿岸的
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
国独立，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
的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本土的
陆上联系被切断，加里宁格勒州
就此变成了俄罗斯联邦的飞地。
加里宁格勒州的地理位置让
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它地处
波罗的海东岸，
南邻波兰，
东部和
北部与立陶宛接壤。
对于俄罗斯来
说，
加里宁格勒有一处珍贵的不冻
港，
俄罗斯将四大舰队之一的波罗
的海舰队的基地设在这里。
此外，
历史上波德平原一直是西方国家
进攻俄罗斯的陆路走廊，
而加里宁
格勒可以同时扼守中西欧通向俄
罗斯的海陆通道。
俄罗斯曾在加里宁格勒州部
署了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和可装
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
统，
配备有相应的固定发射阵地。
2021 年，
有俄媒报道，
俄罗斯甚至
在考虑将射程达 2000 公里的“匕
首”
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在这里。
央 视 特约 评论员宋晓军指
出，由于加里宁格勒靠近波罗的
海三国和波兰，无论在这里部署
什么武器，
其威慑都是加倍的。
综合央视新闻、
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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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飞梭物流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89900899）、 财
务章（编号5101089900900）、发
票章 （编号5101089919021）、汪
琦法人章（编号5101089900901）
均遗失作废。
●四川瑞华泰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孙志强法人章编号51010552
48394， 公章编号51010552295
79，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合江
亭街道办事处合江亭社区居民
委员会法人孙玉萍私章遗失作废
●成都锦江今妃医学美容诊所
(普通合伙) 杨长东法人私章(
编号5101009520172)遗失作废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会保持对话，并为申办 2034 年
冬奥会敞开大门。
西班牙奥委会此前计划由
阿拉贡大区和加泰罗尼亚大区
联合申办 2030 年冬奥会，但阿
拉贡和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始
终无法就赛事场地分配等议题
达成共识。
据央视新闻

变害为利
日本研发利用台风发电技术

■新闻链接

加里宁格勒州和俄罗斯本土位置示意图

警察局局长表示，地震发生在
深夜，
很多人在熟睡中死亡。
当
地官员称，他们正在努力从倒
塌房屋中寻找幸存者，并挖掘
死难者遗体。
6 月 22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
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
提问称，当地时间 22 日，阿富
汗东部发生地震。中方是否会
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对此，
汪文斌表示，
我们向
阿富汗地震的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慰问。
经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初步核实，
目前没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
阿富汗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中方
愿根据阿富汗方面的需求提供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

拜登想暂停征收燃油税
多方不看好
面对国内燃油价格高企， 府采取了包括动用战略石油储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22 日将
备、提高汽油中乙醇含量等举
呼吁国会批准暂停征收联邦燃
措，
但都收效甚微。
这次他考虑
油税三个月，以期缓解民众生
暂停征收联邦燃油税同样遭遇
活压力，
进而提振支持率。
质疑。
然而，拜登这一提议受到
民主党籍众议员、国会众
多方怀疑，
包括在民主党内部。 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主
多名知情政府官员告诉美
席彼得·德法齐奥说：
“ 暂停征
联社记者，拜登将向国会提议
收联邦燃油税不会在加油站给
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和柴油税
美国家庭带去多大缓解，反而
三个月。联邦汽油税为每加仑
会给公路信托基金造成数十亿
18.4 美 分 ，柴 油 税 为 每 加 仑
美元资金缺口。
”
24.4 美分。美联社报道，假设这
公路信托基金是美国基础
部分税收优惠能够完全惠及消
设施建设的“钱柜”，支撑着全
费者，加油站汽油价格能便宜
美庞大的路网建设。按多名美
大约 3.6%。
国政府官员的说法，燃油税是
除联邦层面，拜登还将呼
公路信托基金的重要收入来
吁各州政府暂停征收州燃油
源，这些官员没有提及燃油税
后新的收入来源。
税，或者提供其他缓解民众压 “断供”
力的举措。
前 总 统 贝 拉 克·奥 巴 马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
全
2008 年说，停征燃油税是政治
美汽油平均价格 11 日首次超过
家们耍的“花招”，能源企业可
每加仑 5 美元，21 日为每加仑
以通过涨价抵消停征燃油税给
4.97美元。
包括燃油在内的物价
消费者带来的优惠。
普遍上涨令拜登政府承受很大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
压力，
拜登支持率一再刷新其上
麦康奈尔 2 月揶揄这一提议时
说，民主党未能控制住油价，
任以来最低水平，同时危及 11
月中期选举民主党选情。
“如今却想用一摞纳税人的钱
为遏制油价上涨，拜登政
掩盖后果”
。
据新华社

代办点

●成都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金牛二十七分公司公章51010
60602228财务章510106060223
0发票章5101060602232龚强法
人章5101060602234遗失作废。
●成都文乐丝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4MA6B36PN
8H）， 公 章 （编 号 ：51010403
97873）均遗失作废。
●杜翰林购中房公司优山悦园
2栋603号购房收据 （收据编号
：0148654， 金额100000元； 收
据编号：0149365， 金额526810
元）遗失作废。

校计划 5 年后在实验设施中进
行模型船测试，10 年后建造小
型发电船在海上进行测试。
此 外 ，日 本 初 创 企 业
Challenergy 已 开 发 出 没 有 叶
片、遇到强风也不易损坏的风
力发电机，并于 2018 年在冲绳
县石垣岛进行了输出功率为
10 千瓦的验证机试验。该公司
希望未来风电机能在台风较多
的岛屿地区得到广泛应用。
据新华社

书院西街 18980503661 草市街 13308064232
玉林分部 13348994832 东门片区 13882266918

●成都宏翔达建材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08
893136）遗失作废。
●成都月强商贸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0081
82926）遗失作废。
●成都货无忧物流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60
548051）遗失作废。
●新都区石板滩镇友盛五金加
工厂公章（编号：510125000585
4）遗失作废。
●成都竞驰通讯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777495559H） 遗 失
作废。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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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财大 028-87483667 红星路便民 028-86959335
武侯片区 13880196780
西门片区 15108235758

●四川中科峻美生物科技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100106475） 遗失， 声
明作废。
●成都万晴物流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 （编号：5101140058797）
遗失作废。

●成都市现代农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遗失法人章 （姓名：王
彬， 编号为：5101079918108）一
枚，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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