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健悦丢失身份证，证号：
370104199912201039，特此声明挂
失。
●王欣悦遗失山东大学学生证，证
号：202000040016，声明作废。
●沈俊如遗失齐鲁工业大学学生
证，学号：202104370103，声明作
废。
●河南一泽汽车有限服务公司在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南路华泰保
险的增值税发票遗失，发票号码：
N o : 1 8 5 3 2 9 4 3，发票金额：
2391.09，特此声明作废。
●陈承利不慎遗失山东地平天昱
置业有限公司开出的收款收据一
张，收据号码0024060，金额：10000
元整，声明作废。

●济南历下艾名明食品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证件号：
JY13701020050465声明挂失。
●王兆金遗失医师资格证书(编
号：20063711037292819760605631
Ⅹ ) ；医 师 执业证书 (编号：
1103729280007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张玉军，遗失邹城市
公房管理所开具的怡宁小区公租
房 押 金 票 据 一 份 ，编 号
101065091198，金额3000元，声明
原件作废。
●董泗国，遗失济南恒大绿洲置业
有限公司C地块地下车库北区车位
-1123、济南恒大绿洲车位认购书
一份，金额98000元，特此声明挂
失，原件作废。
●赵义然不慎丢失山东交通学院，
交通运营管理专业专科毕业证，毕
业证编号：115105201106000293，
声明作废。
●济南昊佳福商贸有限公司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13701030086905，声明原件作
废。
●姓名李振岭，赵淑娥，标山片区
二期项目《济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协议标号：BC—
0124丢失，特此声明。
●徐茂芹丢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正本，鲁交运管许可济字
370112723072号，声明挂失。

●减资公告
济南扬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91370102664883723B)，经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1000
万元减至1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
出要求。

2022年3月8日
●济南市槐荫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9月18日核准的济南九易社
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4076161302N，声明作废。
●韩丽娟丢失济南市闽台中天房
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章丘市龙泉
壹号11-1-2103购房收据1张，收据
编号为0010173，金额为3252元，声
明作废。
●济南历下江悦食品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 (副本 )丢失，证件号：
JY13701020166513，声明挂失。

●济南历下宋明食品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 (副本 )丢失，证件号：
JY13701020064727，声明挂失。
●郑志伟丢失山东劳动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证，学号：202102001074，
特此声明挂失。
●于美洁遗失山东司法警官职业
学 院 学 校 的 学 生 证 ，证 号
202101050470，声明作废。
●山东万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公
章丢失,声明原章作废。
●收据挂失：本人胡明宾身份证号
372922199402145717购买济南市
荣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荣盛东
第华府3-2-1104，现收据编号：
0000349、0000348，收据金额分别
为136229元、26万元丢失，声明作
废。

●济南历下斌金熟食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 (副本 )丢失，证件号：
JY13701020078128，声明挂失。
●梅龙菲遗失齐鲁工业大学学生
证，学号：201804170101，声明作
废。
●薛舒文遗失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学生证学号：1901010122，声明作
废。
●减资公告
济南芮嘉酿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112307234338R)，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注册资
本300万元减至10万元人民币，请
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或其它请
求，特此公告。

2022年3月8日
●济南历下清洪食品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 (副本 )丢失，证件号：
JY13701020131610，声明挂失。

●段全晓，齐鲁工业大学机械制造
与自动化专业，毕业证书不慎遗
失 ， 证 书 编 号 ：
104315202006700737，特此声明。

●李佳惠学生证丢失，编号
202110140338。

【本栏目友情提示】
本栏目内容仅为持证人员提交的单方
形式发布，不作为最终有效依据和法律认
定、不作为承担相关责任的依据，以行政职
能部门对其的最终业务审核认定为准。相关
利害关系人应通过具有管理权限的职能部
门或主体确认信息或交易。

山东绿地泉生态产业有限公司遗

失以下出入库单：

0006901-0006990，0007081-

0007110，0007801-0007890，

0008551-0008700，0008401-

0008430，0016891-0016950，

0013531-0013560，0016741-

0016770，0017431-0017460，

0017821-0017850，0000001-

0000240，0001291-0001320。共计

25本，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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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登报服务连锁机构:由省内多家广告传媒公司等主体组建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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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讨论对俄石油禁运
美国高官多年来首访委内瑞拉，寻求离间俄委关系

2022年3月8日 星期二 A07国际

禁运或成“政治毒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日在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一档新闻节目中说，总统拜
登和政府各部门正讨论是否对俄罗斯实
施石油禁运，美国将同欧洲盟友和伙伴
协调一致，确保相关措施不影响国际石
油市场正常供应。

乌克兰局势2月下旬升级以来，美国
针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但没有禁止进
口俄罗斯石油。民主、共和两党多名参议
员3日联名向国会参议院提交一份旨在
禁止美国进口俄罗斯石油的提案。布林
肯6日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为了向俄
方施压，美国可以采取一系列额外措施，
不会排除任何可能性。

美国汽车协会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当天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升至每加仑4 . 01
美元，为2008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
显示，与一年前相比，如今全美平均汽油
价格已大幅上涨45%。美国汽车协会表
示，俄乌冲突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不确
定性，推动原油价格飙升，也带动美国汽
油价格上涨。如果美国或其他国家禁止
从俄罗斯进口原油，这可能加剧全球供
应紧张局面，进一步助推油价上涨。

路透社评论，美国许多地区缺少公
共交通服务，人们习惯驾车出门，因此汽
油涨价常常成为当政者的“政治毒药”。
分析人士指出，汽油价格上涨将推高美
国通胀和民众生活成本。美国劳工部数
据显示，今年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
比上涨7 . 5%，创1982年2月以来最大同比
涨幅。穆迪分析公司经济学家斯威特表
示，与2018年和2019年平均2 . 1%的通胀
率相比，7 . 5%的通胀率意味着美国普通
家庭平均每月多支出276美元。

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国2021年
月均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及精炼石油产品
超过204万桶，占美国进口液体燃料总量
的8%。

美委对话进展寥寥

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
之际，美委进行多年来首次高级别对话。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委内瑞拉总统马杜
罗和副总统罗德里格斯5日在加拉加斯
总统府观花宫，与白宫拉丁美洲问题最
高顾问冈萨雷斯和美国驻委大使斯托里
举行对话。路透社说，美委借由这次会面

“最大限度”提要求，反映出两国长期以
来关系紧张。

知情人士说，双方在达成协议方面
进展寥寥。对话过程中，美方寻求委方广
泛改革石油行业方便外国企业制造和出
口石油，还要求委政府就俄乌冲突公开
谴责俄罗斯。作为让步，美国官员愿意考
虑暂时允许委内瑞拉使用环球银行间金
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美欧2月26日
决定把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这一金融
通信网络之外，对经由在俄罗斯银行开
设账户进行跨境支付的不少委国有企业
造成阻碍。

马杜罗要求美方完全取消对委原油
出口的制裁，取消对他本人和其他委方
官员的制裁，并且同意委石油公司在美
炼油分支企业雪铁戈收归国有。

马杜罗已经拒绝美方要求，美方也
没答应他的要求。“马杜罗迫切需要制裁
放松，但他对改变结盟没兴趣。”美洲理
事会华盛顿办公室法恩斯沃思5日在社
交媒体推特上说。知情人士说，美国官员
同意后续再次会面，但未敲定具体日期。

委内瑞拉是俄罗斯在拉丁美洲的盟
友之一。一名美方知情人士说，美方借这
次会面判断委内瑞拉是否打算疏远俄罗
斯。另外，美方还想确认，如果禁止进口
俄罗斯原油，是否有其他的石油供应来
源，比如委内瑞拉。如果美国放松对委内
瑞拉制裁，对马杜罗政府至关重要的原
油出口有望增加。

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这次高级别
对话是应马杜罗政府要求。委方希望借
助乌克兰局势促使美方放松制裁。

路透社分析，尽管美方没同意马杜罗
的要求，他可以借这次会面施压俄罗斯，
要求俄允许委资金继续流动。多家俄罗斯
银行近几年已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导致
委方无法及时拿回出售石油的收益。

有利达成伊核协议

随着各方普遍认为伊核问题全面协
议相关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
正在为达成协议后重返国际石油和天然
气市场进行准备。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一
旦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预计将有大量石
油供应重返市场，从而对冲当前俄乌冲
突等因素对国际油价的影响。这有利于
促使美国迅速达成协议。

伊朗石油部长奥吉3日说，伊朗“已
做好充分准备”，将石油生产和出口恢复

到2018年美国实施对伊制裁之前的水
平。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
朗石油、金融等几乎所有重要经济领域
实施严厉制裁后，伊朗日均石油出口量
从制裁前超250万桶大幅下降到不足100
万桶，2020年曾一度只有10万桶。

彭博社此前援引市场研究机构克普
勒公司数据称，伊朗正将更多原油转移
到船舶上，一旦伊核谈判成功，便可加快
出口。自去年12月初以来，伊朗油轮上的
石油已增加3000万桶，达到1 . 03亿桶。

此外，伊朗和韩国外交部此前分别
证实，两国已就恢复原油贸易和解冻伊
朗资金举行了会谈。据报道，韩国、印度、
日本等伊朗石油重要买方的炼油商正准
备恢复从伊朗进口。

美国智库欧亚集团分析师罗梅说，
如果对伊制裁解除，伊朗可观的石油储
备重返全球市场，对困扰美国政府的燃
料价格上涨问题将起到缓解作用。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5日要求美
国书面保证对俄制裁不会损害俄罗斯与
伊朗的合作。拉夫罗夫说，西方因俄乌冲
突对俄实施的制裁已经成为伊核协议的

“绊脚石”。俄罗斯希望与伊朗的贸易、投
资和军事技术合作不因制裁而受阻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日回应说，对俄
制裁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恢复
履约谈判是“两码事”，两者“不相干”。布
林肯还说，伊核协议相关方在奥地利首
都维也纳就美国和伊朗恢复履约的谈判

“接近”达成一致，但仍有一些充满挑战
的问题悬而未决。 综合新华社消息

本报讯 乌克兰与俄
罗斯谈判的乌方主要代表
阿拉哈米亚日前说，鉴于
北约对吸纳乌克兰为成员
国的冷淡回应，乌方准备
好讨论一些“非北约模式”。

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
台网站当地时间5日晚发
布其记者通过视频会议软
件对阿拉哈米亚的专访实
录。阿拉哈米亚是乌克兰
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
席，参加了乌俄前两轮谈
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
问表示，第三轮俄乌谈判
定于当地时间7日举行。

当被问及乌方如何看
待成为北约成员国以及第
三轮谈判是否涉及此议题
时，阿拉哈米亚说：“我们从
北约国家得到的回应是，他
们甚至没有准备好就接纳
我们这件事进行讨论，未来
5年或10年都没有可能。”

“我们不会再为申请
加入北约而努力，我们会
为结果而努力，但不会为
了过程费力。”阿拉哈米亚
说，乌方准备好讨论一些

“非北约模式”，例如乌方
可以从美国、英国、德国、
法国等国获得直接的安全
保障，乌方对与更多国家
讨论此事持开放态度。他
强调，乌方不会在维护领
土完整问题上妥协。

俄罗斯方面暂未回应
阿拉哈米亚上述表态。俄
罗斯2月24日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
动前，向西方提出安全保障建议，其中核心内
容包括要求北约不吸纳乌克兰为成员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6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
俄乌局势通电话近两小时。一名法国总统府消
息人士告诉美联社，普京告诉马克龙俄方无意
袭击民用核设施，愿就此议题保持对话。

普京6日还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
大约一小时。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告诉埃尔多
安，俄方愿意为解决冲突与乌方和外国伙伴
对话，在乌方停止军事攻击和满足俄方安全
要求的前提下终止特别军事行动。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6日与普京通话。他5
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普京面谈大约3
小时，随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当
天晚些时候飞抵德国首都柏林，与德国总理
朔尔茨磋商乌克兰局势。

6日上午，爱沙尼亚北部阿马里空军基
地，乌克兰空军一架安-124型运输机停在积
雪的跑道上，从地面装载大批枪械、弹药及其
他武器装备。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报道，不到
一周时间，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乌克
兰运送超过1 . 7万件“标枪”导弹等反坦克武
器。这些武器装备由大型军用运输机运抵波
兰和罗马尼亚，再穿过两国与乌克兰的陆地
边界，运往乌首都基辅及其他主要城市。

拜登政府已向国会申请100亿美元紧急
拨款。其中，48亿美元将拨给美国国防部，用
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支持部署在欧洲
的美军并加强五角大楼的情报搜集和抵御网
络攻击能力等；50亿美元将拨给美国国务院
和国际开发署，用于向乌克兰和东欧地区的
美国盟友和伙伴提供安全和经济支持；剩余2
亿美元将分别拨给美国商务部、能源部、司法
部和财政部。 综合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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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6日说，总统拜登和政府各部门正讨论是否对俄罗斯实
施石油禁运。美国和委内瑞拉官员5日在委首都加拉加斯会面，讨论放松对委石油制裁
的可能性。另外，伊核问题谈判正在加速收尾，协议最终达成也将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国
际油价。

3月6日，车辆经过美国旧金山湾区米尔布雷一家加油站。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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