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国际

2021年11月12日/星期五/ 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 杨逸芸 钱克锦 / 美编 丘淑斐 / 校对 潘丽玲

A9今 ·国际/热闻日

分类广告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自编 3-10A一楼 咨询咨询、、投诉电话投诉电话：020-87133122

上门广告服务代理
本版信息

由大众提供

请需者谨慎选择电话：020-87566523、13622244208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42号丰兴广场B座 1110 室锦洪广告

注销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食品公司石头鸡

场(统一社会代码：914408031945206
1XK)，经出资人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出资

人：湛江市霞山区春丰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条规定，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春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1月 9日

联系电话：07592333938
联系人：林广丰

地址：湛江市霞山区工农市场 1号

注销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糖烟酒公司广成

商店(统一社会代码：9144080319453
7833T)，经出资人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出

资人：湛江市霞山区糖烟酒公司成

立。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条规定，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糖烟酒公司

2021年 11月 9日

联系电话：07592301309
联系人：丘先生

地址：湛江市霞山区绿林路 15号

遗失声明
李邓进遗失由广州市巨合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发票（第一
联 ：发 票 联 ） 一 份 ，代 码 ：
144002124160，号 码 ：00039579，金 额:
1700000. 00元，特此声明。

广州市巨合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11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鼎坤汽车配件经营部遗
失公章壹枚，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食品公司南山鸡

场(统一社会代码：914408031945205
998)，经出资人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出资

人：湛江市霞山区春丰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条规定，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春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1月 9日

联系电话：07592333938
联系人：林广丰

地址：湛江市霞山区工农市场 1号

注销公告
湛江市霞山逸仙五金商店 (统

一社会代码：914408031945267714)，
经出资人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出资人：湛

江市霞山区糖烟酒公司成立。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条规定，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糖烟酒公司

2021年 11月 9日

联系电话：07592301309
联系人：丘先生

地址：湛江市霞山区绿林路 15号

遗失声明
李方炎，男，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遗失警
官证，编号:No03495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风南方公司不慎遗失新逍客汽车合格

证一份，合格证号：WAC216003221343，车

辆型号：DFL7200VBNL5，车架号：LGB
L4AE05MD101994， 发 动 机 号 ：

MR20632928M，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食品公司东风购

销部(统一社会代码：9144080319452
06524)，经出资人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出

资人：湛江市霞山区春丰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成立。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条规定，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春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1月 9日

联系电话：07592333938
联系人：林广丰

地址：湛江市霞山区工农市场 1号

注销公告
湛江市霞山友谊五金交电商店

（注 册 号 ：440803000041872），经 出

资人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出资人：湛江市

霞山区糖烟酒公司成立。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条规定，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糖烟酒公司

2021年 11月 9日

联系电话：07592301309
联系人：丘先生

地址：湛江市霞山区绿林路 15号

遗失声明
广州立优家具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行政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章
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花然美美容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101MA9XRN185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诺淼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合同
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食品公司工农购

销部(统一社会代码：9144080319452
0636E)，经出资人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出

资人：湛江市霞山区春丰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成立。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条规定，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春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1月 9日

联系电话：07592333938
联系人：林广丰

地址：湛江市霞山区工农市场 1号

注销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五金交电化工公

司 第 二 批 发 部 （ 注 册 号 ：

440803000043493），经出资人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由出资人：湛江市霞山区糖

烟酒公司成立。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条规定，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湛江市霞山区五金交电化工公司

2021年 11月 9日

联系电话：07592198207
联系人：吴经理

地址：湛江市霞山区工农西三路12号

减资公告
茂名市茂南区金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902MA533B6P8D）经 股 东 会 决

议 ，拟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4000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 60000 万元。请有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申报，视为

放弃权利，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变更登记。

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应急综合处理项目
医疗废物协同处置设施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为解决广州市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根据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广州

环投福山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拟在广州市黄埔区新龙镇福山村福山循环经济产业

园现有预留用地建设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应急综合处理项目医疗废物

协同处置设施。

目前，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应急综合处理项目医疗废物协同处置

设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编制完成。现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信息详细内容及征求意见稿全文、公众

意见表下载可登录黄埔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hp.gov.cn/）、广州环保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gzepi.com.cn/）查阅。本次公示及意见收集时间为

2021年 11月 12日至 2021年 11月 25日(10个工作日内，信函以邮截日期为准)，公

众均可以信函、电子邮件或现场递交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表。

建设单位：广州环投福山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工

联系电话：020-31600920 传真：020-85806499
电子邮箱：fs2q@gzepi.com.cn
联系地址：黄埔区新龙镇福山村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

邮寄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新龙镇福山潭洞路 128号，邮编 510000
广州环投福山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12日

广州东部固体资源再生中心（萝岗福山循环经济产业
园）生物质综合处理厂二期工程废弃食用油脂

处理设施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为有效解决广州市废弃食用油脂处理能力不足，防止地沟油回流餐桌，完善

废弃食用油脂从收集、运输、处理过程的规范化。广州环投福山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拟在广州市黄埔区新龙镇福山村广州东部固体资源再生中心现有预留用地建
设广州东部固体资源再生中心（萝岗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生物质综合处理厂二
期工程废弃食用油脂处理设施。

目前，广州东部固体资源再生中心（萝岗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生物质综合
处理厂二期工程废弃食用油脂处理设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编制完
成。现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信息
详细内容及征求意见稿全文、公众意见表下载可登录黄埔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
//www.hp.gov.cn/）、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gzepi.com.cn/）查
阅。本次公示及意见收集时间为 2021年 11月 12日至 2021年 11月 25日(10个工
作日内，信函以邮截日期为准)，公众均可以信函、电子邮件或现场递交等方式提
交公众意见表。

建设单位：广州环投福山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工
联系电话：020-31600920 传真：020-85806499
电子邮箱：fs2q@gzepi.com.cn
联系地址：黄埔区新龙镇福山村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
邮寄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新龙镇福山潭洞路 128号，邮编 510000

广州环投福山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12日

转让别克商务车
转让别克 7 座商务车（车龄 17 年），详电
32659766康小姐。

和记黄埔地产（广州番禺）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阳江市嘉元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法定名
称章一枚，印章编码: 4417040004076，
现声明作废。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关于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东银保监公告[2021]179号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市城区支公司”变更机构名称已由我局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
公告。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城区支公司
负责人：姚建民
联系方式：0769-39002216
机构编码：000093441900804
许可证流水号：00071300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南城段 111号民间金融大厦 1栋 607室
邮编：52300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遗失声明
戴蒂娜珠宝贸易 (广州）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行政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宝泰炸鸡店遗失公
章（行政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佳诺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行
政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颜锐荣）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家团百货商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14404040045219，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广东双利实业有限公司潮南
分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
本，代码证号:792936164，注册日期:2003
年 3月 26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饶平县启繁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叁柒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风南方有限公司遗失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发票代码:144002124160 发票号
码 10397333合计 3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风南方公司遗失新逍客,强制性产品
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声明作废。

公章遗失声明：湛江市霞山区五金交
电 化 工 公 司 第 二 批 发 部 ，注 册 号:
440803000043493，不慎遗失公司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龙川县老隆镇老隆村东一经济
合 作 社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982000258002， 账 号 ：
2006029509020113459，开户行：中国工商
银行龙川县支行新街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湛江市霞山区永来香烧腊店，
注册号:440803600295382，遗失由湛江市
霞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3年 3月 14日
核发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 雯 文（身 份 证:44098219940722****，
不 慎 遗 失 执 业 医 师 证 ，证 号 ：
110440605002894，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湛江市霞山区明仔烧腊店，注
册号:440803600282072，遗失由湛江市霞
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核发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黄家兴遗失汕尾市和越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票号
3023477，金 额 ：50000 元 ，收 据 日 期 ：
2020年 12月 21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黄家兴遗失汕尾市和越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票号
3023476，金 额 ：70000 元 ，收 据 日 期 ：
2020年 12月 21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子祥不慎遗失《军人残疾证》，编号：
津军A002542，伤残等级：七级，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卓一艺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揭阳市大南山工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5224233111086U，声明作废。

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新丰专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现进行公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如下：http://
www.xinfeng.gov.cn；http://www.wengyuan.gov.cn/；http://www.hanyuhuanjing.com，公 众
可自行下载电子版；也可通过电话预约查看纸质报告书的时间，于国家管网集团
广东省管网有限公司查阅。2、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影响评价范围内
的公众以及单位。欢迎您针对该项目及环保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看法（不接受
与环境保护无关的问题）。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
填写，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该公众意见表。4、公众意见
表提交的时间：自公示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5、联系方式：国家管网集团广
东省管网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工；通讯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东 844号保利鱼珠
港 S4栋 18楼；联系电话：020-66816073；E-mail：lizf@gdngg.com.cn。

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管网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12日

佛山市源润壹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陈映玲债权
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佛山市源润壹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转让人）与陈映玲（下称受让
人）签订的系列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人已将如下表所列金融不良资产债权
及担保权益（含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诉讼费、律师费等，具体以司法裁判文
书记载为准）转让给了受让人，现予以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各债务人
及担保人向受让人履行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如债务人担保人发生继承、清
算、注销的，请各债务人、担保人的继承人、清算义务人向受让人履行清偿义务。
受让人联系人：谢先生，电话：13418658916，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路
中盛国际大厦 2715室。

附债权基本情况表（计算基准日 2020年 5月 31日）

备注：单位万元人民币，曾细全案的账面利息计算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为
375.35 万元，孙展辉案的账面利息计算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为 24.75 万元，具体利
息金额和诉讼费、律师费等依据生效的判决书判定计算至实际清偿日。

佛山市源润壹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陈映玲
2021年 10月 12日

序号

1

2

主债务
人名称

曾细全

孙展辉

担保人

梁丽丽、曾晋昌、苏燕

卉、曾智昌、曾仲全、

佛山市顺德区坛杏镇

万通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拓雄空调设备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招银佛个字第

201201240
招银佛个字第

2013020035

本金余额

450

24.8

一审诉讼案号/
首次执行案号

（2014）佛南法桂民二

初字第 572 号、（2015）
佛南法桂执字 367号

（2015）佛城法民三初

字 第 1266 号 、（2015）
佛城法执字第 3823号

遗失声明

陆河县金叶发展公司遗失陆河县河田

镇砂坑石牌的房地产权证，证号：粤房

地权证陆建房证公字第 9900000291号，

建筑面积 2936.65㎡，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龙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3046736425）股东会
决定，自 2021 年 11 月 4 日起，公司停止
经营，进行清算。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据新华社电 在商周时期，
如今的浙江中西部活跃着一个
名为“姑蔑”的族群，但是古史
对他们的记载并不系统完整。
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历经 4
年，在浙西的衢州市衢江区发
现了一处西周时期的高等级墓
葬群，规格属浙江同时期墓葬
之最。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姑蔑
国的王陵。

这处墓葬群位于衢江区云
溪乡的衢江北岸，已经发现10
座，有 6 座进行了正式发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
员张森介绍说，6座墓葬中有2
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行过
发掘。其余 4 座则在 2018 至
2021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
衢江区文化部门进行发掘，它
们分别是庙山尖土墩墓和孟姜
一号、二号和三号土墩墓，出土
了大量的玉器、原始瓷器、青铜
器等器物。

在庙山尖土墩墓，考古工
作者在浙江域内首次发现了西
周时期的青铜车马器。它们造
型精美，纹饰独特。孟姜一号
墓出土了我国年代最早的“人
字形”木椁结构。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正标曾主
持发现了首座越国高等级贵族
墓园，他说，孟姜一号墓的营建
方式与后世的越墓有不少相同
点，其墓葬等级在西周的越地
中是最高的，当属王陵级大墓。

孟姜一号墓的另一重大发
现是“玦的复兴”。墓中出土了
6组玉玦，单体数量约 200 件。

据悉，此次出土玉玦的区域，应
该是商周时期百越地区玦的

“复兴地”。这种成组的玦饰甚
至传播到了战国到西汉前期的
滇国，也就是今天的云南一带。

孟姜三号墓则是浙江地区
同时期最大的土墩墓。它残留
的土墩直径约70米，出土各类
随葬品约 200 余件（组）。其
中，以原始瓷器最为精美。据
介绍，结合碳14同位素测年和
对出土器物的分析，这批墓的
营建时间应该是从西周早期至
西周中期偏晚。

土墩墓流行于西周至春秋
的江南地区，人们在平地修建
土墩，再将死者葬在墩顶。浙
江大学教授林留根长期从事土
墩墓考古研究。他表示，修建
土墩的葬法一直影响到后世的
陵墓封土制度。此次发现是土
墩墓研究的重要突破，它们当
属高等级的贵族墓葬，换言之
就是王陵区。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陈元甫研究员表示，和
浙江北部的越墓相比，这批墓
葬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很强
的地方特色，考虑到其等级之
高，应该与当时的姑蔑国有关，
属于王陵级别。

“此次发现是西周考古的
重大发现，百越考古的重要突
破，遗存的性质极有可能是姑
蔑王陵。”中国社科院学部委
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说，此次发现对于研究玉器传
承、原始瓷起源、墓葬制度发
展等重大课题都有着重要的
意义。

发
现

浙江衢州发现的西周墓葬群
或为“姑蔑王陵”

下图：孟姜
三号墓出土的
部分原始瓷器

新华社发

上图：孟姜
一号墓出土的
部分玦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11 日出任自
由民主党最大派系“清和政策研究会”
会长，这一俗称“细田派”的派系继而
变为“安倍派”。

本媒体分析，这意味着安倍在决
定未来首相人选上将拥有更大幕后影
响。现任首相岸田文雄若想长期执
政，势必面临来自安倍的更多压力。

“安倍派”

自民党内存在多个派系，派系名称
通常由会长姓氏指代。“清和会”前会长
细田博之 10 日当选国会众议院议长之
前，就表明将辞去会长职务，力荐安倍接
替。大约20名派系干部9日开会，一致赞
成请求安倍出马。安倍随后欣然接受。

“为把我们足以自豪的日本交给
下一代，我将与诸位共同倾尽全力。”
安倍 11 日在“清和会”所属国会议员大
会上致辞时说。

安倍还提到修改日本和平宪法，
称“让我们站在讨论的最前线”。10 月
31 日众议院选举过后，朝野修宪势力
在众议院占据三分之二多数，足以发
起修宪动议。

“清和会”由已故首相福田赳夫
1979 年创立，现有大约 90 名参众议员，
自 2000 年以来，产生过 4 名首相，分别
是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和福
田康夫。

安倍 2012 年当选自民党党首后，
退出当时由前内阁官房长官町村信孝
担任会长的“清和会”，此后没有加入
任何派系。然而，他始终左右“清和
会”走向，为派系内年轻议员竞选奔
走，被视为“不是会长的会长”。安倍
去年 9 月因病辞职后，日本舆论认为他
重新加入“清和会”并出任会长是迟早
的事。

党 内 派 系 在 日 本 政 治 中 举 足 轻
重，尤其是能够决定谁会当选自民党
党首、继而出任首相。日本媒体分析，

“安倍派”成立后，安倍希望把更多新
当选议员揽入麾下，让“安倍派”在党
内一家独大，继而可以在幕后推动政
局走向。只是，这势必对寻求长期执
政的岸田构成内部压力。

“有恩怨”

岸田10日当选第101任首相并组建
新内阁，只有外务大臣换人，由前文部科
学大臣、前防卫大臣林芳正出任。他是
岸田执掌派系“宏池会”二号人物，曾在
2012 年党首选举中与安倍竞争，比岸田
更早公开“问鼎首相宝座”的大志。

据日本媒体报道，安倍和支持岸
田当首相的另一名党内大佬麻生太郎
并不赞成由林芳正出任外相，但岸田
还是执意起用林芳正，目的之一是保
持派系平衡。岸田内阁中，官房长官

和财务大臣等要职分别由“安倍派”和
“麻生派”担任。

另一个目的是从“宏池会”内部培
养首相接班人。目前，来自“竹下派”
的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来自“安倍
派”的政策调查会长高市早苗被舆论
视为未来首相有力人选。岸田希望林
芳正与他们形成竞争，自己在更高一
层掌控大局。岸田身边人士告诉共同
社，岸田传递出“让宏池会政权长期持
续的信号”。

岸田还有意把林芳正“束缚”在内
阁职位上，远离“宏池会”权力核心，无
法掌握派系主导权。“宏池会”前会长
古贺诚在派系内仍有影响力，2012 年
支持林芳正竞选党首，但与岸田之间
有嫌隙。“宏池会”内部人士解读，让林
芳正入阁，是因为岸田要“避免在自己
无法专注经营派系时遭到暗算”。

共同社报道，安倍家族和林芳正
家族从上一代就有恩怨。林芳正的父
亲、已故前大藏相、即财务相林义郎与
安倍的父亲安倍晋太郎过去在山口县
是一个选区内的竞争对手。两家地盘
重合的下关市长选举近年来也上演双
方势力之间的激烈竞争。

安倍和林芳正各自的选区也在山
口县。下届众院选举时，当地预计减
少 一 个 小 选 区 ，两 人 的 选 区 可 能 合
并。共同社认为，双方关系有再度紧
张的可能性。 （新华社）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
尔 10 日访问波兰时说，欧洲联
盟正考虑出资在成员国东部边
境修建一堵墙或其他障碍物，以
阻拦非法移民涌入。

白俄罗斯与波兰交界处的
非法移民危机暂无缓解迹象。
米歇尔访问波兰以示支持，称这
个欧盟成员国面临“严重危机”
和“野蛮进攻”。他告诉媒体记
者，欧盟将在今后数日内讨论是
否出资修建“边境实体基础设
施”。

美联社分析，这是欧盟首次
考虑为修建边境墙“掏腰包”。

欧洲理事会先前一直坚称
边境墙或其他障碍物不会起作
用，所以拒绝出钱，只愿意支付
监控摄像头等设备费用。眼下，
欧洲理事会面临来自欧盟多个
成员国的压力。波兰和立陶宛
已经推动在边境修建有一定高
度的钢制障碍物并安设铁丝网。

今年8月以来，越来越多来
自中东的非法移民取道白俄罗
斯，进入波兰和立陶宛，寻求最

终前往德国等西欧国家。
波兰政府8日估计，三四千

名非法移民处在边界线白俄罗
斯一侧。社交媒体推特上流传
的视频显示，一些非法移民使用
铁铲、剪线钳，试图冲破围栏、
入境波兰。波兰政府已在边境
部署大约1.5万名士兵。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9日接受采访时说，波兰
应当放行那些非法移民，他们想
在德国安顿下来，而不是波兰。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

道，已有8名非法移民死在波白
边境湿地，眼下那里夜间温度降
至零下。一些非法移民告诉路透
社记者，他们在波白边境缺水少
粮，被波兰边防人员推来搡去。

波兰和欧盟其他国家把这
场危机归咎于白俄罗斯。因为
去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和今年
瑞安航空事件，欧盟加紧对白俄
罗斯制裁。卢卡申科 7 月底表
示，“西方的制裁使白俄罗斯

‘无钱也无力’控制移民进入欧
盟”。 （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 11 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
话，讨论白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边
境难民问题。

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表声
明说，两国领导人一致表示，应根
据国际人道主义准则尽快解决这
场严重的难民危机。普京提议欧
盟国家和白俄罗斯恢复接触，以
解决当前危机。

普京和默克尔在通话中还就
乌克兰内部冲突交换了意见。普
京表示，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最
近在黑海水域进行的一系列挑衅
活动是危险的，不利于地区稳定。

此前一天，普京曾应约与默克
尔通电话，重点讨论白俄罗斯与欧
盟国家边境难民问题，双方约定将
继续就此问题进行对话。

普京和默克尔
电话讨论难民问题

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非法移民问题没有缓解

欧盟考虑修建“边境墙”

安倍幕后影响增大 岸田政权有压力

日本政府人士11日披露，鉴于
国内疫情形势好转，政府考虑明年
2月重启旅游补贴政策，但会作适
当调整，可能下调补贴比例。

日本去年 7月推出旅游补贴
政策，为消费者打折住宿费、提供
餐饮优惠券，后因疫情恶化于去
年12月暂停至今。

共同社以多名政府人士为消息
源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
新政府正在考虑对旅游补贴政策加
以调整，目前预计明年2月重启。

调整后的补贴政策可能把每
晚住宿费补贴比例由 35％降至
30％，上限不超过1万日元（约合
561元人民币），以便让更多经济型
酒店受惠；为鼓励错峰出游，工作
日旅游时每天补贴3000日元（168
元人民币）餐饮、购物优惠券，周末
补贴1000日元（56元人民币）。

据共同社报道，去年总计大约
有8781万次住宿享受旅游补贴，日
本政府为此支出2.7万亿日元。反
对意见认为，这一政策加速人员流
动，导致后来日本疫情急剧蔓延。

岸田不想重蹈前任覆辙，对
重启旅游补贴态度谨慎。日本观
光厅 10 月起开始尝试引进验证
程序，以核验游客是否接种新冠
疫苗或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调整后的补贴政策将要求
游客在享受补贴时出示其中一种
证明。据政府消息人士介绍，重
启后的旅游补贴政策预计从明年
2月持续至5月的黄金周假期。

日本疫情近期好转，首都东京
11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1例，连
续26天低于50例；11日新增死亡
病例1例。全国当天新增确诊216
例，新增病亡4人。（新华社）

疫情缓和

日本明年2月
或下调旅游补贴

安 倍
（右）的影响
给 岸 田 带 来
压力
图/人民视觉

白俄罗斯边境地区一些非法移民想从此进入波兰 图/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