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进展

据新华社开罗 3月 29 日电
（记者 吴丹妮 李碧念）埃及苏
伊士运河管理局 29 日晨发表声
明说，搁浅在苏伊士运河中的
重型货船已成功起浮，船身方
向明显修正。在稍晚发布的公

告说，搁浅货轮已经完全恢复
至 正 常 航 道 。 记 者 在 现 场 看
到，该货轮船体已经在河道中
漂浮移动，向北进发。周围货
船鸣笛致意。

此前，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主席乌萨马·拉比耶在声明中
说，搁浅货船的船身方向已修
正 80%，救援团队将在接下来
几小时内继续工作直至船身位
置被完全修正。一旦货船彻底
脱浅起浮，苏伊士运河航道将

恢复运行。
埃及金字塔在线网站稍早

报道说，在苏伊士运河搁浅近一
周的重型货船当天清晨成功起
浮。实时位置显示，这艘长约
400 米的货船船身已逐渐摆正，

接近于和运河河岸平行状态。
苏伊士运河位于欧、亚、非

三洲交接地带的要冲，连接红
海和地中海。该运河收入是埃
及国家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的
主要来源之一。

苏伊士运河搁浅货船恢复至正常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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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减 资 公 告

★三亚林达海景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仅限三亚林达海
景酒店使用）遗失特种行业许可证副本，证号：三公特
旅字第003号，现声明作废。

★三亚纯忻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潘婷（身份证号：513002198903210829）遗失女儿温
镜焯的户口迁移证，编号：蒙迁字第 10264556，现声明
作废。
★ 邝 芳 榕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441702199704250329，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三宝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由

伍佰万元整减为壹佰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遗 失 声 明

采购公告

三亚某部现需为保亭某处采

购及安装三推式纱窗一批次，拟以

询价方式进行采购，有意向的供应

商请于 3 月 31 日前，联系方先生

（电话:18665766899），了解该项目

相关情况。

2021 年 3月 30日

3 月 29 日，救援船只在埃及
苏伊士运河对被困的重型货船
实施救援作业。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29
日发表公报说，搁浅货轮已经
完全恢复至正常航道。

3 月 23 日，一艘悬挂巴拿马
国旗的重型货船在苏伊士运河新
航道搁浅，造成航道堵塞。苏伊
士运河连接地中海和红海，位于
欧、亚、非三洲交接地带的要冲，
约12%的世界贸易通过这一运河
运输。分析人士认为，运河如果
不能尽早抢通，或将对全球航运
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给原本就面
临运力紧张的航运业添“新愁”。

新华社发

连日来，调皮的苏伊士运
河挖掘机司机成为网红。这个
当下全球“压力最大”的男人，
无意中手握了全球经济命脉。

调侃之余，依然有许多未
解之谜。全球公认的最重要航
道，为何寄希望于小小 挖掘
机？这艘由印度籍船员掌舵的
挂着巴拿马国旗的中国台湾货
船，为何最终是日本人出面道
歉？

当然，全世界都知道，让这
位挖掘机小哥“耳朵快聋了”“工
作快没了”“老婆快跑了”的始作
俑者是那艘巨轮“长赐”号。

只是，挖掘机小哥究竟要
找谁“算账”？这个问题或许又
没那么简单。

首先，开船堵住苏伊士运
河的是印度船员。据路透社报
道，涉事的“长赐”号上共有 25
名船员，全部为印度籍。当天
由于埃及遭遇沙尘天气，能见
度较低，加之风速高达每小时
50 公里，印度船员难以操控最
终导致船只搁浅。

但是，这艘船的实际运营
者并非印度公司。经营这艘船
的是来自中国台湾的长荣海运
公司，“长赐”号船身上的 Ev-

ergreen 就是这家公司的英文
名字。而联系苏伊士运输局调
来挖掘机的也正是这家中国台
湾的公司。

但是，这艘船的管理方并非
中国台湾的企业。其实际的管
理方为新加坡BSM公司。包括
船上的集装箱搭载什么货物，航
运有哪些要求，甚至路线规划
等，都与这家新加坡公司有关。

但是，这个新加坡公司管理
的中国台湾经营的货轮，上面挂
的却是巴拿马国旗。这其实是
一个国际货运通行的惯例。巴
拿马国旗是著名的“方便旗”。

由于巴拿马在船舶管理的手续、
税收、检验等环节都具有一定的
优惠措施。全球有超过20%的
海运船登记在巴拿马。“长赐”号
正是超过9000艘巴拿马籍大型
船舶的其中之一。

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信息
显示，“长赐”号的船主为日本爱
媛县的正荣汽船。事实上，船主
是船只的实际产权所有人。“长
赐”号是日本船主花钱建造的，
只是建造完成后，这艘日本企业
所有的船舶由航运公司负责运
营，管理公司负责管理。

（综合）

这船到底是谁的？印度船员搁浅了新加坡管理的中国
台湾货船，日本人道歉了

这台小小挖掘机突然蹿红。

罪魁祸首

“船、箱、货，全都在错误
的地方！”最近几天，全球供
应链上每个环节的从业者都
发出类似感叹。

一艘长约 400 米、悬挂巴
拿马国旗的重型集装箱货轮
当地时间 23 日起堵在苏伊士
运河航道，其后等待通行的
船只目前约有 450 艘。作为
世 界 最 重 要 的 海 运 通 道 之
一，苏伊士运河堵塞让全球
供应链“如鲠在喉”。

苏伊士运河堵塞会让世
界经济有多痛？这取决于运
河疏通工作进度，更取决于
全球供应链在新冠疫情冲击
下的脆弱程度。

救援团队在社交媒体上
创建账号“苏伊士运河挖掘
者”。账号简介说：“尽最大
努力，但无法保证什么。”这
反映了目前挖掘疏通工作仍
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寄希望
于潮水涨到一定高度以托起
搁浅货轮。

数据显示，全球海运物流
中 ，约 15% 的 货 船 要 经 过 苏
伊士运河。丹麦“海运情报”

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尔斯·
延森表示，每天约有 30 艘重
型货船通过苏伊士运河，堵塞
一天就意味着 5.5 万个集装箱
延迟交付。德国保险巨头安
联集团估算，苏伊士运河堵塞
或令全球贸易每周损失 60 亿
美元至 100 亿美元。

苏伊士运河管理方表示，
货船可以自行选择等待还是
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不
过，目前没有船只选择绕行。
等待，不确定何时能通行，每
天都要付出额外成本；但绕行
则意味着要付出数周的额外
航程及连带成本。

由于对苏伊士运河海运渠
道依赖度较高，欧洲市场已明
显感受到物流受阻带来的不
便。多家欧洲家居、家电零售
商均表示有货物堵在运河中，
将导致延迟交付。一旦情况迟
迟得不到缓解，可能导致物价
上涨。

不仅零售业“痛”，制造业
也一样。国际评级机构穆迪
分析，由于欧洲制造业特别是
汽车零件供应商，一直奉行

“准时制库存管理”以最大化
资本效率，不会大量囤积原材
料。在这种情况下，物流一旦
受阻，可能导致生产中断。

疫情冲击下，零售业、制
造业原本就是损失较大的行
业。随着经济逐步恢复，这些
行业刚刚有所恢复，特别是消
费者疫情居家期间有改善生
活条件的需求，给零售业带来

“曙光”，但运河堵塞让零售
商一时“无米下锅”。

不 仅 如 此 ，如 果 堵 塞 延
续，大量货船无法周转，必将
导致海运费率提高，增加全球
贸易成本，导致连锁反应。去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海运市场
受集装箱短缺、贸易复苏等因
素影响，运力本已经十分紧
张，海运价格已处于高位。苏
伊士运河堵塞无异于向海运
市场“伤口上撒盐”。

与此同时，运输延误也将
产生大量保 险 赔 付 请 求 ，让
从事海运保险的金融机构承
压，或将引发再保险等领域
动荡。

另外，也有市场人士担心

国际原油及其他大宗商品价
格 会 因 苏 伊 士 运 河 堵 塞 暴
涨。最近几天，国际油价显著
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5 月
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和 5 月
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
价格均已超过每桶 60 美元。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市
场担忧供应链的情绪加剧，
导致油价上涨，但欧洲多国
为应对新一轮疫情收紧防控
措施仍会抑制原油需求，再
加上美国等产油国运输渠道
未受影响，国际油价上行空
间有限。

有专家表示，苏伊士运河
堵塞让本就受疫情严重冲击
的全球贸易“雪上加霜”。与
此同时，这起事件也给全球
贸易“提醒”，不能过分依赖
海运，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
个篮子里”，要推动类似中欧
班列等陆上物流体系建设。
另外，运河堵塞造成物流缺
位，可能导致制造业改变目前
原材料库存体系，增加“存货”
以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新华）

“堵塞”会让世界经济有多痛？
新华社记者 宿亮“长赐”号脱浅 油价闻讯大跌

自“长赐”号在3月23日于苏
伊士运河搁浅事故以来，该船舶
堵塞苏伊士运河双向通行，红海
入河口、苏伊士运河中部湖区、地
中海入河口已积攒了大量船舶。

报道称该船在苏伊士运河重
新上浮后，布伦特原油和WTI原
油价格均下跌约1美元。WTI原
油期货价格应声下跌1.5%，目前
失守关键的 60 美元关口。布伦
特原油也跌超1%。

在挖出 2.7 万立方米的沙子
后，救援工作取得了突破，这艘
船上浮在水面上。目前还不清
楚运河何时开放，大约有 450 艘
船在排队等待通行。

有报道指出：“埃及设定的最
后期限是周二，如果这艘船还没
有重新浮起来，就开始卸货。船
的前部受损了，但船很稳定。”

由于该运河约占全球贸易的
12%，全球供应链已经受到疫情
的影响，积压的货物又增加了一
个压力。一些船只已经选择绕
行非洲南端，而不是苏伊士，这
是一段漫长而昂贵的旅程。

（综合）

立竿见影 影响巨大

朝鲜称：

西方国家指责朝鲜试射导弹
是双重标准

新华社平壤 3 月 29 日电（记者 洪可润 江亚
平）据朝中社29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国际组织局局

长赵哲洙28日表示，朝鲜试射导弹纯属行使自卫权
的正常活动，西方一些国家无端指责朝鲜，严重侵
害一个国家的主权，是明显的双重标准。

赵哲洙说，朝鲜25日进行新型战术制导导弹试
射，是为遏制对朝鲜半岛的军事威胁、维护国家和
平繁荣而行使的正当自卫权。他强烈谴责联合国
安理会的某些成员国用双重标准和极度偏见对朝
鲜的自卫行为展开调查，认为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
尊严和主权的严重侵害，也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粗
暴违反。

他批评安理会一些成员国滥用联合国职权，并
表示，如果这些成员国继续使用双重标准，只会导
致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和对抗，而非缓和与对话。

赵哲洙说：“这些带头破坏世界和平的国家对
朝鲜自卫措施说三道四，本身就是荒唐的事。”

据了解，美国在26日紧急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
对朝制裁委员会非公开磋商会上指责朝鲜自卫措
施“违反联合国决议”，主张“强化制裁”及“适用后
续制裁”。

据朝中社 26 日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 25 日进
行新型战术制导导弹试射，2枚导弹准确击中朝鲜
半岛东部海域600公里水域目标。

澳大利亚：

国防部长和总检察长双双换人
新华社堪培拉 3 月 29 日电（记者 岳东兴 白

旭）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29 日宣布改组内阁，近
期处于舆论焦点的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和总检
察长克里斯蒂安·波特双双被调整到新岗位。

莫里森 29 日在堪培拉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内政部长彼得·达顿接替雷诺兹担任国防部长；就
业、技能、小型及家庭企业部长迈克利娅·卡什接
替波特，担任总检察长并兼任劳资关系部长。雷
诺兹和波特仍留在内阁，前者担任国家残疾保险
计划部长兼政府服务部长，后者接替卡伦·安德鲁
斯担任工业、科技部长。安德鲁斯担任内政部长。

莫里森还宣布，为监督落实男女平等和保护女
性安全等方面的政策，将成立一个由外交部长兼
女性事务部长玛丽斯·佩恩领导的工作组。

今年 2 月 15 日，时任国防部长雷诺兹的一名
前雇员布里塔妮·希金斯称，2019 年联邦议会选举
前，自己在国会大厦内的部长办公室里被自由党
的一名同事强奸。雷诺兹随后就自己处理此事的
不当方式和言论向希金斯公开致歉，并宣布休病
假一段时间。2 月底，一封匿名检举信爆料称，澳
大利亚一名部长级官员在 30 多年前曾犯下强奸
案。时任总检察长的波特随后承认自己就是传闻
中的那名官员，但否认犯下强奸罪行，并宣布休病
假一段时间。

澳大利亚新闻集团 29 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
示，自由党和国家党的执政联盟支持率为 48%，反
对党工党支持率为 52%；莫里森的支持率在一年
多来首次低于 60%，降至 55%。舆论认为，近期不
断发生的性丑闻以及未能解决系统性的性别歧视
等问题，是莫里森和执政联盟支持率下滑的主因。

首批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运抵萨尔瓦多

新华社墨西哥城 3月 28 日电（记者 吴昊）圣
萨尔瓦多消息：首批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新冠疫
苗 28日运抵萨尔瓦多。中国驻萨尔瓦多大使欧箭
虹和萨卫生部长弗朗西斯科·阿拉比等到机场迎
接。

当地时间当天凌晨，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飞
机载着萨尔瓦多政府采购的首批科兴新冠疫苗，
降落在萨尔瓦多国际机场。

阿拉比在致辞中感谢中方对萨方抗击新冠疫
情的支持。他表示，科兴新冠疫苗的到来为萨尔
瓦多抗疫带来希望，将助力当地新冠疫苗接种计
划，保护当地民众并助其尽快走出疫情、回归正常
生活。

欧箭虹表示，中方高度重视萨方自中国采购疫
苗。中方克服自身困难，第一时间向萨方交付疫
苗，展现中萨人民深情厚谊，体现中国政府对萨政
府抗疫工作的全力支持。中国愿与萨尔瓦多共克
时艰、共抗疫情，保持密切协作，做好疫苗合作后
续工作，切实造福萨尔瓦多人民，推动中萨友好合
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 27 日在社交媒体上对中
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提供的抗疫支持表示感谢。

今年 2 月，萨尔瓦多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据萨尔瓦多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 3 月 28 日
上午，该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63766 例，累计死亡
病例2000例。

它动了它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