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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旭 遗 失

00006132040000002021000

106号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声明作废。

△周立宁遗失2011年4月21日

签发的232623195803165322号

身份证，声明作废。

△钟玉明遗失2011年4月21日

签发的232623197907045316号

身份证，声明作废。

△常州市丰元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204022100871，声明作废。

△常州市丰元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使用。

△天宁区郑陆怡源副食品店遗失

苏卫公证字（2018）第320402-

000027号卫生许可证，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86603740

注销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中博文

化艺术培训中心（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52320411MJ6549423B）
经股东决定，即日起注销，
请债权人见报日起45日向
本中心申报债权，逾期作放
弃处理。特此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中博
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2021年12月15日

公 告
《红星分区HX07编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改)》将于2021年12月17日-2022年1月15日在常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zrzy.jiangsu.gov.
cn/cz/）、常州市规划馆、地块所属街道、社区及现场进
行批前公示。公示期间公众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
在公示期间提出陈述、申辩、请求协调或听证申请等意
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16日

公 告
常州市新龙分区XL0602基本控制单元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改）草案将于2021年12月16日-2022年1
月 14 日在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
zrzy.jiangsu.gov.cn/cz/）、常州市规划馆、龙虎塘街
道办事处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公众对公示内容有异
议的，可在公示期间提出陈述、申辩、请求协调或听证
申请等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16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晋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建

的常州西太湖医院医疗楼（1、2号楼）改
造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1号楼局部改
造、2号楼局部改造）已竣工验收且农民
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
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1年12
月 16日至 2022年 1月 15日），如有异
议，请向常州武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管理处（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
门）反映，联系电话：0519-86318226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50-4

注：原定12月 21日 08:00-17:00停
电：10kV德胜线德胜港支线7号杆后段停
电日期更改为12月17日；

原定12月 13日 07:30- 14:30停电：
10kV万博线全线停电日期更改为12月23日；

原定12月 14日 07:00-16:00停电：
10kV延西线延陵西路#3环网柜：正素巷2号
柜1110开关前段停电日期更改为12月24
日；请以上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12月17日08:00-14:00停电：10kV
银西线凯德V123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霞
光印染、鑫诺纺织、益江机械等西夏墅等相
关地段）；

12月20日07:00-13:30停电：10kV
嫩江三线元嫩江三V1043开关至史市站
V1044开关（停电范围：技师学院、宇宙塑料
制罐、城市照明管理处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20kV青公二线通江大道50号环网柜：
青公二线出线 2160 开关至库柏电气
A2030开关（停电范围：库柏电气等龙虎塘
等相关地段）；

10kV东宝线塘北村493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排水管理处、莱赛激光科技股份、城
市照明管理处等春江、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龙桥线仙龙大队475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标检产品质量检测、硅密电子设
备、上扬光电有等春江、龙虎塘、三井、安家、
新桥等相关地段）；

07:30-18:30停电：10kV西河线运河
路16号环网柜:文亨花园#3变114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文亨花园部分等南大街等相
关地段）；

08:30-14:30停电：10kV托利线2号
杆宏图支线后段（停电范围：莱尼特种电缆、
宏賸科技股份、欧胜高空升降平台设备制造
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8:30-17:00停电：10kV郭塘线24号
杆公安消防支线后段、白杜街南支线后段（停
电范围：国家安全局、消防救援支队、机场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等薛家、新桥等相关地段）；

09:00-18:00 停电：10kV庙边线 11
号杆春旺砖瓦厂支线后段（停电范围：九龙
汽车灯具厂、吉祥汽车饰件厂、宏光车辆配
件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2月21日07:30-11:00停电：10kV
灵宝线魏村东C1938开关后段（停电范围：
魏村花苑部分、临江花园部分、春之江大酒
店等春江、魏村等相关地段）；

07:30-18:30停电：10kV牌楼线丽华
北路#5环网柜：五角场东村#1变114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五角场东村部分等茶山等
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东岱线常金
路#8环网柜：东岱变支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西林投资建设、莱络仪器等西林等
相关地段）；

12月22日06:30-19:30停电：10kV
业丰线龙城大道#17环网柜：翠竹#10变
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翠竹新村北区部
分等红梅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韦墅线龙江
路#5环网柜：龙江路#6柜112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等
五星等相关地段）；

08:30-13:30停电：10kV墩子线孟河
九龙G1671开关至斜桥红光A1803开关
（停电范围：永业邮电器材厂、泰州大桥、程
奇机械配件厂等孟河、小河等相关地段）；

08:30-15:30停电：10kV孟东线三茅
殿联络开关支线1号杆后段（停电范围：润
江村民居委会等小河等相关地段）；

12月23日07:30-14:30停电：10kV
万博线全线（停电范围：北岸城综合商场管
理服务、欣祥物业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7:30-18:30停电：10kV广配线兰陵
公寓中间变电所：丽宝第1号变112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丽宝第花苑部分、劳动新村
北部分等兰陵等相关地段）；

07:30-19:30停电：10kV宝龙五线全
线（停电范围：精研科技股份、宝龙商业地产
管理、永辉超市等西林、五星等相关地段）；

20kV浩源一线河海路#1环网柜：丰臣
凯林#1中I段2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丰
臣凯林花园部分、华润万家超市等百丈、三
井等相关地段）；

12月24日07:00-16:00停电：10kV
延西线延陵西路#3环网柜：正素巷2号柜
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高正物业管理、
德恒行物业服务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7:30-19:30停电：20kV浩源二线
河海路#2环网柜：丰臣凯林#1中II段213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丰臣凯林花园部分、华
润万家超市等百丈、三井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腾飞线翁
家村685开关至观庄八队东B1960开关
（停电范围：空港机械制造、缪杰机械科技、
常航干燥设备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12月17日06:00-18:00停电：10kV

丽二线丽华#3变电所：丽华#2变111开关
后段；

07:30-19:30停电：10kV竹南线红梅

#1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段、#2配变
102开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南庄线东五
垛配变、小河仇巷里西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汽配线 47
号杆支线侧（临检）；

08:00-17:00停电：10kV德胜线德胜
港支线7号杆后段；

09:00-14:00停电：10kV庙边线 24
号杆圩里支线后段；

12月20日08:30-15:00停电：10kV
淘金线朱夏墅松坟配变；

12:00-18:00停电：10kV兰陵线工人
新村#14组合式箱式变：0.4kV #1次总401
开关后段、#2次总402开关402开关后段；

12月21日08:00-16:00停电：10kV
永宁线北太平桥路#2环网柜：北太平桥路#
1箱1160开关后段；

12月22日07:30-19:30停电：10kV
金黄线交通器材厂支线12号杆支线侧至浦
南南村#2变电所：浦南南村#3变112开关
（临检）；

08:00-12:30停电：10kV花中线花园
11幢支线6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临检）；

08:00-16:00停电：10kV西园线西园
村西配变、西园村配变（临检）；

12月23日08:00-12:00停电：10kV申
江线孟河万绥五桂墩配变、万绥五桂墩南配变；

08:00-12:30停电：10kV工人线清潭
86幢配变；

08:30-13:30停电：10kV董墅线董墅
村委支线1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
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
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
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
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
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
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报
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
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美国流传的这句名言用在这些年美国频频
策动的“颜色革命”上，再恰当不过。

近些年来，一场场由美国操纵或支持、
打着“自由、民主”旗号、以政权更迭为目的
的“街头革命”在东欧、中亚、中东等地不断
上演，并被冠以“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
金香革命”“茉莉花革命”等名号。

然而，动荡之后，受害国得到的只有民
生凋敝、国家衰败、治理失序等一系列恶
果。这让世人认清美式民主之害与美国霸
权之恶。

幻象之灭：“后来发生的一
切完全不是想象的那样”

图米·拉迪斯是突尼斯一家银行的中
层职员，住在首都突尼斯市中产阶级聚居
的马尔萨区。2010年年底，“茉莉花革命”
开始席卷这个素有“欧洲后花园”之称的北
非国家。拉迪斯说自己当时“很兴奋”，“以
为国家会迎来民主和繁荣”。

“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不是想象的那
样，情况越来越混乱糟糕。10 多年间，突
尼斯共产生了 11 位总理、数百位部长，政
府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办事效率低下，
腐败现象蔓延，社会治安恶化，百姓收入水
平直线下降。”拉迪斯说，这几年感觉生活
压力越来越大，以前去商店买东西不会太
在意价格，但现在会进行各种比较。

这样的幻灭感，在“颜色革命”国家普
遍存在。格鲁吉亚政治学者扎尔·安贾帕
利泽说，2003 年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

命”，当时的反对党领导人萨卡什维利承诺建
立真正的“民主社会”，肃清腐败并重振经
济。“但很快，依仗着美国支持、打着‘改革、反
腐’旗号上台的党派公开搞起了新的腐败，不
同政见者遭到无情打压，言论自由被严格限
制。这一切让格鲁吉亚人渐渐清醒过来。”

“颜色革命”中那些口号与承诺，宛如脆
弱的泡沫，一个个破灭。

——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后不久，
“橙色阵营”内部便因争权夺利不断爆出丑
闻。2014 年，这个国家又二度上演“颜色革
命”，政党恶斗、族群对立、社会撕裂愈演愈烈。

——2010年，数千名抗议者冲击吉尔吉
斯斯坦政府机构，以“腐败和恶劣行为”为由，
推翻了2005年“郁金香革命”后上台的政府。

——2011年，穆巴拉克政府在声势浩大
的抗议示威中被推翻。随之而来的是政局动
荡、经济停滞、恐袭频发。直至塞西政府上
台，国家发展才渐入正轨。

当“颜色革命”走近，和平安宁便会走远，
发展繁荣便会遁去。

随着幻象破灭，民众也逐渐觉醒。“2011
年民众上街游行时喊的口号是‘自由、工作、
尊严’，但现在回头看，人们失去了工作，生活
没有了尊严，所谓的‘自由’也不能填饱肚
子。”拉迪斯说。

家国之难：“我的家园变成了
一片废墟”

如果不是因为国家陷入内战，38 岁的利
比亚人马哈茂德·穆祖吉早已顺利完成在英
国的学业，或许会成为一名高薪的信息技术
工程师。而现在，他只能靠教书积攒学费，希

望将来还有机会实现留学梦想。
2011 年，在美国及其盟友的武力支持

下，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推翻了卡扎菲政权。
穆祖吉因为父亲曾在前政府工作，被取消了
前往英国学习信息技术的奖学金名额。“10多
年来，利比亚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威，武装冲突
持续不断。我们的国家已成为外部势力争夺
利益的牺牲品。”在穆祖吉看来，被强行改变
的不仅是自己的人生，还有整个国家的命运。

与穆祖吉相比，65 岁的叙利亚老人哈
迪·古松的生活更加凄苦。2011年叙利亚危
机爆发前，他和妻女在霍姆斯老城过着体面
的生活。随着在美国等国煽动下的反政府示
威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哈迪一家被
迫踏上了逃难之路。

流离失所的日子里，哈迪一家7次搬迁，
直到2014年叙政府军收复霍姆斯老城后，他
们才回到家乡。然而，原来的家已经面目全
非，碎石瓦砾散落一地。“这场动乱，让我的家
园变成了一片废墟”。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国泰，哪有民安。
——在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上台后，许

多国有资产被贱卖，穷人的利益被忽视。世
界银行数据显示，在萨卡什维利执政期间的
2007 年，有 38.8％的格鲁吉亚人生活在贫困
线以下。

——在乌克兰，该国各项经济指标近年
来断崖式下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
据，2020 年乌克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
4000美元，在欧洲各国中排名垫底。

——在突尼斯，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在 2011 年至 2020 年间下降超过五分之一，
国家经济竞争力排名从动乱前的全球第 40

位跌落至2019年的第87位。

霸权之恶：“扰乱和削弱竞争
对手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工具”

出生于埃及的加拿大学者阿扎·西德基曾
目睹2011年发生在开罗解放广场的大规模抗
议活动。后来，她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思写了一
本书，记述那段历史。有读者评价：“这本书让
人们看到，所谓的‘民主进程’是如何破坏一个
国家的稳定和公民应享有的权利。”

事实上，这些“颜色革命”大多是美国精
心设计和严密操控的，目的是维护美国的霸
权和利益。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一
本书指出，“阿拉伯之春”是精心策划的事件，
美国在其中运用的各种手法，都曾在之前的

“颜色革命”中使用过，包括鼓动民众抗议、支
持非政府组织、利用媒体、外交施压等。

吉尔吉斯斯坦媒体曾刊文指出，美国国
家民主基金会是吉诸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
幕后“金主”，这些受资助的组织得到国家民
主基金会专门指导，善于利用选举煽动民意。

“最近几十年，‘颜色革命’成为西方扰乱和
削弱竞争对手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工具。”对于美
国费尽心机制造“颜色革命”的真实意图，俄新
社观察家伊琳娜·阿尔克斯尼斯一语中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明认为，
“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指向，既是以美
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的资本垄断利益所在
的国家与地区，同时又是反对西方资本强权
的国家与地区。美国等国借“颜色革命”对这
些国家进行非法颠覆活动，企图培植一个亲
西方、亲美国的政府，这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革命。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颜色革命”之恶果 美式民主之灾祸

新华社专特稿 南非研究人员 14 日说，针对新冠变异
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辉瑞疫苗防止感染的效力有所减弱，但
对防止接种者感染病毒后发展为重症仍有一定保护作用。

据美联社报道，南非医学研究委员会与南非私人健康保
险商Discovery Health研究人员说，相比未接种新冠疫苗
人群，完成辉瑞疫苗接种对奥密克戎毒株可起到33％的免疫
保护作用，对防止感染后发展为重症的保护效力为70％。新
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在南非传播期间，辉瑞疫苗防止重症
的保护效力为93％。辉瑞疫苗是南非接种最多的疫苗。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在南
非传播极快，11月29日报告的过去7天日均新增感染病例数
为每10万人8.07例，到本月13日增长到每10万人34.37例。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牵头的相关研究也证实，奥密克戎
毒株传播性极强。研究人员雅各布·勒米厄说，奥密克戎毒
株传播非常快，甚至超出研究团队“最悲观”预期。至于奥密
克戎毒株快速传播会否导致各地医院资源紧张，研究人员尚
无法预测。在南非，虽然奥密克戎毒株新增确诊病例增长迅
速，计入已接种疫苗等情况，相比 2020 年第一波疫情发生
时，住院治疗的成年新冠病毒感染者仍减少29％。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研究
人员戴维·道迪说，只有当奥密克戎毒株在更多人群中传播
开来，才会出现更有用的信息。他说，目前这种毒株主要在
年轻人中传播。他们的社交生活更丰富，更可能参加大型
聚集性活动。由于出现的症状较轻，年轻人也更有可能不
知道自身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

针对奥密克戎毒株的研究显示：

感染症状更轻
疫苗保护更弱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纽约市候任市长埃里克·亚当斯
14 日说，将任命基钱特·休厄尔出任纽约市警务专员。这
意味着，作为全美最大警察局的纽约市警察局将迎来 176
年来首名“女当家”。

亚当斯上月初赢得市长选举，定于明年 1 月 1 日走马
上任，成为这座美国最大城市历史上第二名黑人市长。与
他同时上任的休厄尔将成为纽约市警察局成立176年以来
第三名黑人主管，相当于局长。

休厄尔现年 49 岁，在纽约州拿骚县警察局工作长达
23年，去年9月出任探长。

美联社认为，休厄尔就任纽约市警务专员面临巨大挑战。
纽约市警察局多年来严厉打击犯罪，几年前曾创下历史最低犯
罪率。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全美犯罪率普遍上升，尤其
是枪击和谋杀案大幅增加，纽约市也不例外。亚当斯承诺，上
任后将采取新策略打击犯罪，包括恢复警员徒步巡逻。

176年来首次！

纽约警察局迎来“女当家”

（上接A1版）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上某些势力打着

“民主”、“人权”的幌子对中俄两国内政横加干
涉，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中俄双方要开展更多联合行动，更加有效维护
双方的安全利益。双方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
协调和配合，在全球治理上发出更加响亮的声
音，就抗疫、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拿出切实可
行的方案，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坚定
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披着“多边主义”
和“规则”外衣的霸权行径和冷战思维。

习近平指出，去年以来，中俄积极开展抗
疫合作，生动诠释了守望相助的双边关系内
涵，也为推动国际社会团结抗疫、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双方要多想
办法，相向而行，在严防疫情跨境传播前提下，
落地更多疏通“堵点”的实际举措。我们也愿
加强同俄方在病毒检测、疫苗和药物研发方面
的合作对接。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双方要共享发展

机遇，做大合作蛋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机遇，加快前沿科技产业合作。中俄
能源合作基础牢固，契合点多，双方要巩固传
统能源合作存量，补充新能源合作增量，推进
核能领域一揽子合作，探讨拓展可再生能源等
新合作方向。

习近平指出，今年9月，我在第七十六届联
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这是中方着眼
各方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
市场挑战，致力于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提供的又一全球公共产品。中方愿同俄
方加强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推进全球发展事
业发挥作用。

关于地区合作，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
成立 20 年来，中俄始终保持高水平战略协作，
同其他成员国一道坚定遵循“上海精神”，不断
增进团结互信，深入开展各领域合作。双方要
支持本组织各成员国平稳推进国内重要政治议
程，决不允许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地区国
家内政。要牢牢把握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正确方

向，走团结合作、安危共担、开放融通、互学互鉴、
公平正义之路。中方愿继续同俄方和集体安全条
约组织成员国开展灵活多样的合作，维护地区安
全和稳定。

关于金砖合作，习近平指出，中方将于明年担
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主办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等
活动。我们愿同俄方保持高水平战略协作，推动
金砖国家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倡导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抓好金砖务实合作，深化公共卫生合作，拓展

“金砖＋”模式，扩大金砖合作的受益范围。我相
信，在中俄共同努力下，明年的金砖合作一定能够
取得积极成果。

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合作，习近平指出，当前形
势下，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有必要就深化抗疫
合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促进经济复苏加强协
调，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方愿同俄
方保持密切沟通。

双方就当前大国关系和民主问题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民主是全人类的美好追求和共同价

值，也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如
何更好实现民主，只能由本国人民来评判。国际
上的事应当由各国共同商量着办，推行国际关系
民主化、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才是人心所向、大势
所趋。中方愿同俄方加强沟通协调，引导国际社
会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捍卫各国正当民主权利。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
历史最好时期，体现出高度的战略互信，树立了
在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彼此利益基础上实现
互利共赢的榜样，堪称 21 世纪国际关系的典
范。今年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 周
年，俄中正式宣布条约延期。双方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保持密切交往，积极推动经贸、能源、
科技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发展，就国际和地区
问题开展沟通协调。俄中战略协作已经成为有
效解决各种国际热点问题、维护国际和平的重要
积极因素，为巩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发
挥了重要作用。我期待很快访华并出席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俄方一贯反对将体育政治化的图
谋。我期待届时同你就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推动俄中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俄方
愿同中方继续加强经贸、油气、金融、航空航天等
领域以及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推进欧亚经济联盟
同“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对接。加强抗疫合作，
反对将疫情政治化。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搞好
明后两年体育交流年。俄方将最坚定地支持中
国政府在涉台问题上的正当立场，坚决反对任何
势力借涉台问题损害中方利益，坚决反对在亚太
地区组建任何形式的“小圈子”，任何挑拨离间俄
中关系的图谋都不会得逞。俄方愿同中方继续
深化在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场合
的密切协作，支持中方明年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
工作，坚决反对干涉俄中两国内政和遏制两国正
当发展利益的企图，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国际
战略安全与稳定。俄方愿同中方就维护各国真正
民主权利问题加强沟通。

双方还就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
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相约明年2月北京见。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5 日承认，政府多年来公布的建筑行业
订单数据被夸大。这一做法可能导致日
本经济增长数据遭人为抬高。

据《朝日新闻》先前爆料，日本国土
交通省从 2013 年到今年 3 月一直在“篡
改”建筑行业提供的数据，此举可能违反
法律。岸田15日在一场国会会议上说：

“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遗憾。”
按照他的说法，2020 年 1 月以来

的 数 据 已 经 作 了“ 修 正 ”，不 会 直 接
影 响 2020 年 和 2021 年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数 据 。 岸 田 承 诺 ，政 府
将 尽 快 采 取 措 施 ，避 免 这 类 事 件 再
度发生。

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例行记
者会上被问及往年国内生产总值、每
月 经 济 报 告 等 数 据 是 否 因 受 到 影 响
而需要修改。他回答：“我们要先等
调查结果。”

承认夸大建筑行业数据

日本GDP可能注水

这是 12 月 14 日
拍摄的斯里兰卡南部
汉班托塔港堆场。

斯里兰卡总理马
欣达·拉贾帕克萨 14
日率多名内阁部长到
中斯合营汉班托塔港

（简称“汉港”）考察，
对汉港码头运营和园
区 开 发 给 予 积 极 评
价。汉班托塔港是中
斯共建“一带一路”重
点合作项目，位于斯
里兰卡南端，是一座
综 合 性 人 工 深 水 海
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