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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定06月16日08:00-14:00停电：
10kV云东线白云东苑#1变电所：#2配变102
开关后段停电日期更改为06月21日；请以上
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6月16日08:00-17:30停电：10kV福
特线东港三路5号环网柜：福特线1110开关
前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福尔特金属
制品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20kV滨新线全线（停电范围：春杨电器、
美伊电钢机械、华日新材等春江、薛家等相关
地段）；

20kV德宝线玉龙中简A2027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安邦物流股份、横滨化学科技、德
宝国际物流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06月21日07:00-18:00停电：10kV红
梅线飞龙东路2号环网柜：红梅#2变113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红梅新村部分等红梅等相
关地段）；

07:20-15:00停电：10kV科明线宝塔山
路6号环网柜：科明线出线1130开关至夏家
A1165开关（停电范围：大华环宇机械制造、

城市照明管理处等罗溪、奔牛等相关地段）；
10kV汤奔线圣朗V1337开关前段（停电

范围：派尼曼家俬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10kV汤叶线全线（停电范围：欧胜高空

升降平台设备制造、玉蓉阳光食品、凯鹏液流
器材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焦镇线红星桥
B134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焦溪社区等郑陆
等相关地段）；

07:30-16:00停电：10kV怀德线劳动西
路#10环网柜：怀德线678开关支113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常宁公寓部分、德馨花园部分
等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10kV西河线运河路17号环网柜：西河线
出线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文亨花园部分
等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06月22日07:30-15:30停电：10kV元
丰线清凉变至万都广场#1环网柜：元丰线1110
开关至和平中路6号环网柜：元丰线1110开
关（停电范围：浦北新村部分、驴上头部分、吉
泰航空用品等兰陵、雕庄、茶山等相关地段）；

07:30-17:30停电：10kV金黄线交通器
材厂支线13号杆后段（停电范围：欧尚超市、

茶山村村民委员会等兰陵、茶山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丰盛线新区自

来水457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尚雍商贸、恒港
起重成套电器、丰盛光电科技股份等三井等相
关地段）；

10kV汾水线亚玛珂459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普泰玻纤制品、常柴股份、新欣武交机械
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6月23日06:30-19:30停电：10kV
环医二线全线（停电范围：武进人民医院等红
梅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汉西线通利
器材G1163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通利交通器
材、鸿石仓储服务、开发减震器等薛家、罗溪等
相关地段）；

10kV吕南线常顺机械C1940开关至瑞
林压铸G1299开关（停电范围：晨丰电镀、佳
祥不锈钢制品、吉梁机械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新裕线61号
杆前段（停电范围：新闸花苑部分、钟楼区教育
文体局、新闸农贸市场等新闸等相关地段）；

08:30-15:30停电：10kV孝都线弘都
新村172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汉诺车圈、江洲

钣焊、凯都电器等魏村、春江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6月21日08:00-14:00停电：10kV云

东线白云东苑#1变电所：#2配变102开关
后段；

10kV前桥线排水管理处支线2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邹镇线清泉新
村三幢配变、邹区兴隆东街2#配变、邹区南蒋
配变、邹区兴隆东街配变；

10kV灯溪线国中五金厂支线1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邹区岳溪陆家村配变；

10kV韩中线奔牛何家后王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万绥线东岳庙

支线3号杆东街1号支线侧后段、东岳庙支线
5号杆孟河万绥公社变配变、桥西支线3号杆
孟河万绥桥西配变、万绥东街2号配变；

09:00-15:00停电：10kV葛庄线池上村
支线3号杆后段；

13:00-17:00停电：10kV吕墅线吕墅沟
南配变；

06月22日06:00-12:00停电：10kV政
泰线西夏墅水塔口东配变；

10kV阳澄线西夏墅微山湖路配变；
07:00-19:00停电：10kV锦绣线锦绣花

园#5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段、#2配变
102开关后段；

07:30-17:30停电：10kV飞东线红梅#
3变01开关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景园线孟河背
阴庙配变；

06 月 23 日 07:30- 19:30 停 电 ：
10kV锦绣线锦绣花园#4变电所：#1配变
101开关后段、#2配变102开关后段；

08:00-16:00停电：10kV香江一线
新丰大队配变；

08:30-14:00停电：10kV卜河线卜
弋绿叶支线4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0KV裕泰线牛行配变支线4号杆跌
落式上引线后段；

08:30-14:30停电：10kV孟东线正
福支线3号杆后段、孟河汤家敬老院配变；

10kV小河线孟河汤家鑫都配变；
08:30-17:30停电：10kV钟楼一线

枫林雅都#3 变电所：#1 配变 101 开关
后段；

10kV钟楼二线枫林雅都#3变电所：#
2配变102开关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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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市政府关于完善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意见》《新北区住房保障工作意见》的规定，经过本人申请、乡镇（街道）调查核
实和区住建局审核，在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及实际居住地社区资格公示后，下列申请人将享受新北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现
予公示。如有异议，请于十日内向新北区住建局反映（地址：新北区崇信路8号，电话：85127597）。

2022年常州市新北区公共租赁住房货币补贴公示

低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公示名单
序号

1

2

3

4

申请人

周峰

王亦工

沐秀芬

朱祥官

性别

男

男

女

男

工作单位

常州哈成机电有限公司

退休

打临工

退休

户口所在地

常州新北区龙虎塘街道龙虎塘村委塘岐5号

新北区三井村委九里巷71-22号

新北区河海东路156号兰翔新村678号

新北区聚怡花园7幢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人均月收入（元）

3000

2319

2000

1824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声明作废
86603740

△父亲许峻源(曾用名刘
斌)、母亲尤慧遗失许凌赫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L320953128，声明作废。

△刘浩琳遗失2019051108号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证，声明作废。
△ 天 宁 区 兰 陵 艾 派 克 脆 皮 鸡 排 店 遗 失
320402000201608080005号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23204020028996，声明作废。
△邹梓涵遗失 P321164204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
作废。
△张振峰遗失J320539876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赛瑞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Yoav
Barak）,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 常州市仁宏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3204125988152）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
使用。
△常州市金坛区节能监测站（金坛区信息化发展服务中
心）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482467510485T,声明作废。

销户公示
由江苏益豪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良湖路（鑫城大道—金坛大道）工

程—市政工程总承包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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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5日至7月15
日），如有异议，请向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建设管理中心（工程所在地建
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0519-82698520。

销户公示
由江苏卓易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州市乐翔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车间土建建设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发放完毕，拟申请
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为：2022年6月15至7月15
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处反映，联系电话：0519-85178949。

销户公示
由江苏宏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钟

楼区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年
产5亿平米高端功能性聚酯薄膜项目——4#
厂房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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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5日至7月15日），如
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工程
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
0519-86021526。

注销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富

都社区邻里和谐促进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1320411509691
262B），经理事会决定，即日起
注销，请债权人见报日起45日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逾期作放
弃处置。

特此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富都社区邻里和谐促进会

2022年6月14日

常州市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登记公告
第1638号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经我局审核批准，准予“常州市未篮篮球
俱乐部”注册登记，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常州市未篮篮球俱乐部
法定代表人：郭亮
地址：常州市钟楼区怀德中路304号蓝科技文
化创意产业园4栋3楼

常州市行政审批局
2022年5月18日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24-3

注：原定06月16日08:00-14:00停电：
10kV云东线白云东苑#1变电所：#2配变102
开关后段停电日期更改为06月21日；请以上
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6月16日08:00-17:30停电：10kV福
特线东港三路5号环网柜：福特线1110开关
前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福尔特金属
制品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20kV滨新线全线（停电范围：春杨电器、
美伊电钢机械、华日新材等春江、薛家等相关
地段）；

20kV德宝线玉龙中简A2027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安邦物流股份、横滨化学科技、德
宝国际物流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06月21日07:00-18:00停电：10kV红
梅线飞龙东路2号环网柜：红梅#2变113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红梅新村部分等红梅等相
关地段）；

07:20-15:00停电：10kV科明线宝塔山
路6号环网柜：科明线出线1130开关至夏家
A1165开关（停电范围：大华环宇机械制造、

城市照明管理处等罗溪、奔牛等相关地段）；
10kV汤奔线圣朗V1337开关前段（停电

范围：派尼曼家俬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10kV汤叶线全线（停电范围：欧胜高空

升降平台设备制造、玉蓉阳光食品、凯鹏液流
器材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焦镇线红星桥
B134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焦溪社区等郑陆
等相关地段）；

07:30-16:00停电：10kV怀德线劳动西
路#10环网柜：怀德线678开关支113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常宁公寓部分、德馨花园部分
等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10kV西河线运河路17号环网柜：西河线
出线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文亨花园部分
等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06月22日07:30-15:30停电：10kV元
丰线清凉变至万都广场#1环网柜：元丰线1110
开关至和平中路6号环网柜：元丰线1110开
关（停电范围：浦北新村部分、驴上头部分、吉
泰航空用品等兰陵、雕庄、茶山等相关地段）；

07:30-17:30停电：10kV金黄线交通器
材厂支线13号杆后段（停电范围：欧尚超市、

茶山村村民委员会等兰陵、茶山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丰盛线新区自

来水457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尚雍商贸、恒港
起重成套电器、丰盛光电科技股份等三井等相
关地段）；

10kV汾水线亚玛珂459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普泰玻纤制品、常柴股份、新欣武交机械
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6月23日06:30-19:30停电：10kV
环医二线全线（停电范围：武进人民医院等红
梅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汉西线通利
器材G1163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通利交通器
材、鸿石仓储服务、开发减震器等薛家、罗溪等
相关地段）；

10kV吕南线常顺机械C1940开关至瑞
林压铸G1299开关（停电范围：晨丰电镀、佳
祥不锈钢制品、吉梁机械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新裕线61号
杆前段（停电范围：新闸花苑部分、钟楼区教育
文体局、新闸农贸市场等新闸等相关地段）；

08:30-15:30停电：10kV孝都线弘都
新村172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汉诺车圈、江洲

钣焊、凯都电器等魏村、春江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6月21日08:00-14:00停电：10kV云

东线白云东苑#1变电所：#2配变102开关
后段；

10kV前桥线排水管理处支线2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邹镇线清泉新
村三幢配变、邹区兴隆东街2#配变、邹区南蒋
配变、邹区兴隆东街配变；

10kV灯溪线国中五金厂支线1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邹区岳溪陆家村配变；

10kV韩中线奔牛何家后王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万绥线东岳庙

支线3号杆东街1号支线侧后段、东岳庙支线
5号杆孟河万绥公社变配变、桥西支线3号杆
孟河万绥桥西配变、万绥东街2号配变；

09:00-15:00停电：10kV葛庄线池上村
支线3号杆后段；

13:00-17:00停电：10kV吕墅线吕墅沟
南配变；

06月22日06:00-12:00停电：10kV政
泰线西夏墅水塔口东配变；

10kV阳澄线西夏墅微山湖路配变；
07:00-19:00停电：10kV锦绣线锦绣花

园#5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段、#2配变
102开关后段；

07:30-17:30停电：10kV飞东线红梅#
3变01开关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景园线孟河背
阴庙配变；

06 月 23 日 07:30- 19:30 停 电 ：
10kV锦绣线锦绣花园#4变电所：#1配变
101开关后段、#2配变102开关后段；

08:00-16:00停电：10kV香江一线
新丰大队配变；

08:30-14:00停电：10kV卜河线卜
弋绿叶支线4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0KV裕泰线牛行配变支线4号杆跌
落式上引线后段；

08:30-14:30停电：10kV孟东线正
福支线3号杆后段、孟河汤家敬老院配变；

10kV小河线孟河汤家鑫都配变；
08:30-17:30停电：10kV钟楼一线

枫林雅都#3 变电所：#1 配变 101 开关
后段；

10kV钟楼二线枫林雅都#3变电所：#
2配变102开关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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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市政府关于完善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意见》《新北区住房保障工作意见》的规定，经过本人申请、乡镇（街道）调查核
实和区住建局审核，在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及实际居住地社区资格公示后，下列申请人将享受新北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现
予公示。如有异议，请于十日内向新北区住建局反映（地址：新北区崇信路8号，电话：85127597）。

2022年常州市新北区公共租赁住房货币补贴公示

低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公示名单
序号

1

2

3

4

申请人

周峰

王亦工

沐秀芬

朱祥官

性别

男

男

女

男

工作单位

常州哈成机电有限公司

退休

打临工

退休

户口所在地

常州新北区龙虎塘街道龙虎塘村委塘岐5号

新北区三井村委九里巷71-22号

新北区河海东路156号兰翔新村678号

新北区聚怡花园7幢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人均月收入（元）

3000

2319

2000

1824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声明作废
86603740

△父亲许峻源(曾用名刘
斌)、母亲尤慧遗失许凌赫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L320953128，声明作废。

△刘浩琳遗失2019051108号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证，声明作废。
△ 天 宁 区 兰 陵 艾 派 克 脆 皮 鸡 排 店 遗 失
320402000201608080005号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23204020028996，声明作废。
△邹梓涵遗失 P321164204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
作废。
△张振峰遗失J320539876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赛瑞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Yoav
Barak）,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 常州市仁宏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3204125988152）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
使用。
△常州市金坛区节能监测站（金坛区信息化发展服务中
心）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482467510485T,声明作废。

销户公示
由江苏益豪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良湖路（鑫城大道—金坛大道）工

程—市政工程总承包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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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5日至7月15
日），如有异议，请向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建设管理中心（工程所在地建
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0519-82698520。

销户公示
由江苏卓易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州市乐翔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车间土建建设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发放完毕，拟申请
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为：2022年6月15至7月15
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处反映，联系电话：0519-85178949。

销户公示
由江苏宏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钟

楼区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年
产5亿平米高端功能性聚酯薄膜项目——4#
厂房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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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5日至7月15日），如
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工程
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
0519-86021526。

注销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富

都社区邻里和谐促进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1320411509691
262B），经理事会决定，即日起
注销，请债权人见报日起45日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逾期作放
弃处置。

特此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富都社区邻里和谐促进会

2022年6月14日

常州市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登记公告
第1638号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经我局审核批准，准予“常州市未篮篮球
俱乐部”注册登记，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常州市未篮篮球俱乐部
法定代表人：郭亮
地址：常州市钟楼区怀德中路304号蓝科技文
化创意产业园4栋3楼

常州市行政审批局
2022年5月18日

由于市场担忧美联储为应对持续
通胀压力激进加息和美国经济可能因
此陷入衰退，13日美国关键国债收益率
再次倒挂，欧美股市大幅下跌，美股整
体跌入熊市。

美股整体跌入熊市
当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

交易日下跌 876.05 点，收于 30516.74
点，跌幅为 2.79％；标普 500 指数下跌
151.23 点 ，收 于 3749.63 点 ，跌 幅 为
3.8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530.80
点，收于10809.23点，跌幅为4.68％。

与今年1月3日创下的历史最高收
盘点位相比，标普 500 指数累计跌幅达
21.83％，技术上正式进入熊市。而估
值泡沫更为严重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已在熊市中挣扎了 3 个多月，其最新收
盘点位与历史最高收盘点位相比跌幅
达32.68％。

科技股占主导的纳斯达克综合指
数和包括 500 家权重股的标普 500 指
数先后跌入熊市，意味着美股整体进入
熊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仅包括 30
只 股 票 ，与 历 史 高 点 相 比 跌 幅 为
17.07％。

欧洲三大股指当天也全线下跌。
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 种股票
平 均 价 格 指 数 下 跌 111.71 点 ，收 于
7205.81 点，跌幅为 1.53％；法国巴黎股
市 CAC40 指 数 下 跌 164.91 点 ，收 于
6022.32 点，跌幅为 2.67％；德国法兰克
福股市 DAX 指数下跌 334.80 点，收于
13427.03点，跌幅为2.43％。

单次加息幅度或达75个基点
市场担忧美联储为应对通胀压力

激进加息是当天美欧股市大跌的重要
原因。此前，美联储释放的信息和市场
预期均指向美联储将在本周议息会议
上加息50个基点，但美国5月消费者价
格指数（CPI）居高不下，强化了美联储
一次加息75个基点的预期。

美国劳工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5 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 8.6％，创 1981
年12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

目前，巴克莱银行、杰富瑞集团、摩
根大通和高盛集团的市场研究人员均预
计美联储将在15日宣布加息75个基点。

巴克莱银行经济学家表示，从风险
管理角度考虑，美联储需要采取更激进
措施对抗通胀。通胀延长的风险已经

加剧，这让更大的加息幅度变得合理。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

具显示，目前市场认为美联储此次加息
75 个基点和 50 个基点的概率分别为
60.9％和39.1％，而10日市场认为美联
储 此 次 加 息 75 个 基 点 的 概 率 为
23.2％，一周前这一概率仅为3.1％。

不过，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分析师
仍然预计，美联储此次将加息 50 个基
点，同时美联储官员将下调经济增长预
期并上调通胀预期。

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加大
伴随美联储激进加息预期升温，市

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再度打压市

场人气。不确定性似乎只在于美国经
济何时陷入衰退以及持续时间的长短。

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反映在美国国
债收益率曲线变平，关键国债收益率自
3月以来再次出现倒挂。5年期与30年
期国债收益率 10日出现倒挂，2 年期与
10年期国债收益率13日也出现倒挂。

一般来说，为补偿投资者在较长时
间持有债券所面临的风险，国债期限越
长收益率越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低于
短期国债收益率的反常现象被称为倒
挂，通常被视为经济可能步入衰退的预
警信号，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在美国经济
衰退前。

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戈
尔曼表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已
经从之前的 30％增加到 50％。美联储
加息太晚，一旦出现经济衰退，美联储
的腾挪空间有限。

瑞银集团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
官马克·黑费尔表示，经济数据疲软和
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变得更为鹰派，加
剧了市场对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

但黑费尔表示，随着消费者改变消
费模式和基数效应更为有利，今后数月
通胀或将回落。如果劳动力市场继续
降温，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放
缓收紧货币政策的节奏，美国经济预计
不会在今年出现显著衰退。

分析人士还认为，美联储前期行动
迟缓，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面临 40 年
来最严重通胀局面。如今为遏制通胀
风险，美联储不得不在加息、缩表上“快
步走”。这一政策失序不仅导致美国经
济衰退风险上升，也造成负面外溢效
应，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并加剧新兴市场
压力。 新华社纽约6月13日电

美联储激进加息担忧升温

欧美股市暴跌 美股整体跌入熊市 近期，美国又发生多起造成严重
伤亡的枪击事件，其中得克萨斯州尤
瓦尔迪市罗布小学的枪击惨案更是
震惊全美和国际社会。美国多地近
日举行反枪支暴力示威大游行。总
统讲话悼念、民众游行抗议、国会激
烈辩论⋯⋯这已经成了每次枪击惨
案后必然发生的“套路”，但最终，立
法不了了之、悲剧仍可能再次发生。

除了利益操控、党派争斗等种种
原因之外，这个国家深入骨髓的暴力
文化是枪击事件屡屡发生的土壤。

美国许多影视、动画、游戏中大
量渗透暴力，用暴力解决问题是其中
常见的故事情节。各种杀戮、血腥、
恐怖的画面呈现在屏幕和其他文化
产品上，潜移默化影响、刺激受众，一
些青少年甚至会模仿犯罪。《纽约客》
网站文章说，世界上大部分暴力娱乐
产品出自美国，“美国在现实的屠杀
和电影的屠杀方面走在世界前面”。

美国骨子里就有“暴力基因”，现
在仍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美国
成为超级大国的历程伴随着战争、奴

役和屠杀，美国对外穷兵黩武，以暴力
方式维持其霸权地位。美国在建国
240 多年历史中只有 10 多年没有打
仗，最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主要
战争或武装冲突中大多都能看到美国
的身影。美国的好战霸道做派，与“不
服就打、不给就抢”的海盗行为无异。

美国还擅长美化暴力，常给暴力
行径披上“道德伪装”。对内，美国宣称

“有枪的好人”让民众更安全；对外，美
国宣称“武力强大的民主国家”让世界
更安全。实际上，由于枪支泛滥，美国
国内变得更不安全；对外，美国的暴力
和杀戮肆无忌惮，在全球许多地方制造
冲突、发动战争，给世界带来灾难。

枪支文化已在美国社会根深蒂
固。在美国，买枪属于消费，练枪则
是消遣。好莱坞电影中的各种枪支
道具十分讲究。美国枪患是一种社
会病，更是一种文化病。病根不除，
症状难消。暴力文化已经渗透到美
国社会的基因里，使这个国家成为骨
子里的暴力国家。

新华社华盛顿6月13日电

暴力文化深入骨髓
美国枪患顽疾难除

美国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担心，
美国眼下平均每天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另有经济及其
他援助，却缺乏监督机制，这些武器装
备和资金可能会遭窃取或浪费。

《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今年1
月以来，美国国会累计批准拨款将近
540 亿美元用于应对乌克兰局势，包
括直接对乌武器转让和在东欧部署
美军。这远高于美国在阿富汗战争
期间历年对阿援助水平。

尽管乌方承诺按既定目的使用
美方援助，一些美国官员说，援助乌
方的武器装备一旦交付，美方几乎无
法直接了解去向，只能依赖乌克兰政
府提供相关信息。

报道说，暂时没有出现美国援助
遭“滥用”的情况。只是，鉴于援助规
模庞大，而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没有派人在乌克兰实地监督，一些熟
知美国以往对外军事援助案例的专
家说，出现问题恐怕是迟早的事。

美国 2001 年 1 月发动阿富汗战
争，9 年后设立阿富汗重建行动特别
督察长办公室。这一监督机构发现，
美国耗费巨资在阿富汗建设的工程
要么质量堪忧，要么从未完工；项目
聘请的一些顾问其实在骗美国和阿
富汗政府的钱。

“如果说我们从阿富汗学到了一
个教训，那就是得从一开始就实施监
督。”索普科说。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政府内部担忧

对乌援助武器和资金遭“滥用”

6月13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大幅下跌。 新华社发

鉴于新冠疫情仍未结束，欧洲联盟
理事会和欧洲议会 13 日同意把现行欧
盟数字新冠疫苗接种证书使用期限延长
至2023年6月30日。

相关决定还提到，如果公共卫生形
势允许，上述规定有可能提前撤销。

去年 6 月，为在防控新冠疫情的同
时维持人员自由流动，欧盟理事会首次
实施欧盟统一数字新冠通行证书，包括
新冠疫苗接种证书、核酸检测阴性证书

以及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证书。证书以
二维码呈现，可储存在移动设备上，也可
以打印纸质版。

新冠疫苗接种证书推出之初，欧盟
没有设置有效期。去年12月，欧盟委员
会颁布新版防疫规定时，为证书设置
270 天有效期，自今年 2 月 1 日开始执
行。鉴于难以评估今年下半年欧盟地区
疫情形势，欧盟委员会随后建议延长证
书使用期限。 新华社微特稿

使用期限：延长至2023年6月30日

欧盟延长数字新冠疫苗接种证书
被称为“超级蠕虫”的拟步甲

幼虫已被人类当作爬宠的饲料，但
在科学家发现它们消化塑料垃圾
的非凡能力后，它们可能很快就会
成为摄食者。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科学
家说，这些不起眼的幼虫（即大麦
虫）不仅能吞下聚苯乙烯，而且事
实上只吃聚苯乙烯也能茁壮成长。

研究团队在 3 周时间里用不
同食谱喂食这些“超级蠕虫”，给其
中一些喂食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给

另外一些喂食麸皮，对余下的蠕虫
进行间歇性喂食。

该大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院的
克里斯·林克博士说：“我们发现，仅
被喂食聚苯乙烯的‘超级蠕虫’不仅
存 活 了 下 来 ，甚 至 体 重 都 略 有 增
加。这表明，蠕虫可以从聚苯乙烯
中获取能量，很可能是在肠道微生
物的帮助下。”

林克还说：“‘超级蠕虫’就像微
型回收厂，用它们的嘴将聚苯乙烯
粉碎，然后将其喂给自身肠道中的
细菌。”

研究团队说，他们已找到几种
具备降解聚苯乙烯和苯乙烯能力的
酶，希望相关技术能刺激塑料垃圾
回收利用活动，并减少垃圾填埋。

该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孙嘉瑞
（音）说，他们的目标是在实验室培
养肠道细菌，并进一步测试其降解
聚苯乙烯的能力，随后可以研究如
何将这一过程升级到建一整座回收
厂所需的水平。

研究报告发表在《微生物基因
组学》杂志上。 据新华社电

科学家发现爱吃塑料的“超级蠕虫” 6 月 13 日，瑞典首相安德松（右）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瑞典哈普
松德首相夏季庄园出席新闻发布会。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3日在瑞典表示，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的
流程比预期复杂，两国获准入约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新华社／路透

北约秘书长：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时间“无法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