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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史伦:
符 史 伦, 男 ， 身 份 证 号 ：

460200196606050277。经市公安局司法

鉴定中心对你办理退休时的档案材料进

行鉴定，确定为虚假材料。同时我中心

在进行退休人员身份证信息比对时，发

现你 2010 年 11 月办理退休时的出生年

月与目前的不一致。按国务院《关于工

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

号）有关规定，男性退休年龄须满 60 周

岁，但是你现有的户籍信息及人事档案

最早记载的出生年月，在当年申请办理

退休时未年满 60周岁，不符合办理退休

条件，属骗取基本养老保险金。我中心

根据《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二条“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对参保个人领取社

会保险待遇情况进行核查，发现社会保

险待遇领取人丧失待遇领取资格后本人

或他人继续领取待遇或以其他形式骗取

社会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

当立即停止待遇的支付并责令退还......”

的规定，多次催促你退款，但至今仍未退

还。经研究决定，我中心责令你自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退回

违规领取的养老待遇 51209.03 元。逾期

不退还的，我中心将依法进行处理。

如你对上述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

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三亚市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退款账户信息：

账户名：三亚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账 号：100259852080010001

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亚市解

放三路支行

地 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189号人力资源市场6楼615室

联系人：林子东

联系电话：0898-88689468

三亚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1年 10月 11日

陈光华：
陈 光 华, 男 ， 身 份 证 号 ：

440524195104087431。经市公安局司法

鉴定中心对你办理退休时的档案材料进

行鉴定，确定为虚假材料。同时我中心在

进行退休人员身份证信息比对时，发现你

2008年 11月办理退休时的出生年月与目

前的不一致。按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

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号）有关规

定，男性退休年龄须满 60周岁,但是你现

有的户籍信息及人事档案最早记载的出

生年月，在当年申请办理退休时未年满60

周岁，不符合办理退休条件，属骗取基本

养老保险金。我中心根据《社会保险稽核

办法》第十二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

对参保个人领取社会保险待遇情况进行

核查，发现社会保险待遇领取人丧失待遇

领取资格后本人或他人继续领取待遇或

以其他形式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应当立即停止待遇的支付并

责令退还......”的规定，多次催促你退款，但

至今仍未退还。经研究决定，我中心责令

你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

性退回违规领取的养老待遇 213876.95

元。逾期不退还的，我中心将依法进行处

理。

如你对上述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

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三亚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退款账户信息：
账户名：三亚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账 号：100259852080010001
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亚市解

放三路支行
地 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189号人力资源市场6楼615室
联系人：林子东
联系电话：0898-88689468

三亚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1年 10月 11日

责令退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决定书 责令退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决定书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
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第一阶段13
日收官。几场焦点战中，沙特阿拉
伯队主场 3:2战胜中国队，日本队
主场 2:1险胜澳大利亚队，伊朗队
1:1战平韩国队。

12强赛第一阶段四场过后，沙
特队保持“不败金身”连拿 12 分，
以领先小组第二澳大利亚队 3 分
的优势领跑 B 组积分榜；A 组中，
伊朗队战平韩国队后积 10 分，以
领先韩国队 2 分的优势排在小组

首位。
本轮之前，B 组的日本、阿曼

和中国队均一胜两负同积 3 分。
对三支球队来说，本轮是避免与小
组前三席位拉开差距的分水岭。

坐镇魔鬼主场，沙特队掌握全
场 56%的控球率，射门数上以 15:
8胜过中国队。在全场6万人的呐
喊中，沙特队先发制人，纳吉分别
在第 14 分钟和第 33 分钟连灌两
球。下半场开始后，第46分钟，洛
国富凌空吊射帮助中国队扳回一

球，但第71分钟，沙特队替补前锋
布赖坎抢点破门为球队再次扩大
领先优势。

尽管中国队在第 86 分钟又追
回一球，但是 2:3的比分一直保持
到终场。此战过后，中国队以四场
一胜三负积 3 分的成绩位列小组
第五。

最先开场的日本队主场同澳
大利亚队的比赛中，澳大利亚队在
积分榜上领先日本队 6分，具有较
大优势，在控球率上也以57%更胜

一筹，日本队的射门次数仅比对手
多两次，但射正次数 5:2 多三次，
制造了更多威胁球门的机会。

日本队的田中碧开场8分钟一
脚低射献上梦幻开局；澳大利亚队
的赫鲁斯蒂奇在第 69分钟以一记
直挂死角的任意球扳平比分；幸运
女神在第 86 分钟眷顾了日本队，
浅野拓磨的劲射被门将扑向球门
后角，足球击中立柱后弹在赶来防
守的比伊奇身上滚进球门。日本
队以2:1获得3个积分。

随后的比赛中，阿曼队以 3:1
在主场战胜越南队，以进球数优势
领先同积 6分的日本队，排在小组
第三，越南队则苦吞四连败垫底。

同日进行的A组比赛，伊朗和
韩国队在抢夺小组头名的比赛中
以 1:1 战平。韩国队的孙兴民在
第 48 分钟单刀破门，贾汗巴赫什
在第76分钟头球为伊朗队扳平。

叙利亚队 2:3 不敌黎巴嫩队，
阿联酋队2:2战平伊拉克队。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第一阶段收官：

沙特四连胜稳坐A组头名 伊朗韩国领跑B组

据美国媒体12日报道，美国苹果公司可能因芯

片供应压力将最新系列 iPhone 13智能手机产量最

多削减1000万部。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以多名熟悉相关事务的消息

人士为消息源报道，苹果公司先前预计今年第四季

度生产 9000万部 iPhone 13 系列手机，但现阶段可

能最多减产 1000 万部，因为博通公司和得克萨斯

仪器公司等美国芯片供应商眼下难以足量交付相

关元件。

按照彭博社说法，博通长期向苹果公司供应无

线元件；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则负责提供显示屏元

件，其中一款关联向 iPhone 13 系列手机显示屏供

电的芯片眼下供不应求。另外，苹果公司还面临来

自其他供应商的元件短缺问题。

苹果公司向客户交付新机型手机的能力已面临

压力。iPhone 13系列手机9月开始销售，但苹果网

站接到订单后需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发货。按照彭

博社说法，有迹象表明，芯片短缺问题正在恶化。

萨斯奎汉纳金融集团数据显示，半导体行业从订货

到交货的周期连续第 9个月增加，9月一个周期平

均为21.7周。

截至本月12日，苹果公司拒绝就减产传闻作出

回应，博通公司和得克萨斯仪器公司也没有对媒体

有关提问作出回应。

（新华社专特稿）

10 月 12 日，在也门萨那一家医院，两名营养不
良的儿童接受救治。

由于持续战乱，也门大量儿童面临营养不良
的威胁。

新华社发（穆罕默德 摄）

也门：营养不良的儿童

芯片短缺

苹果或削减iPhone 13产量

三亚日报官方微信 三亚日报微博 三亚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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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为争
夺和维护霸权，收买媒体人操纵舆
论、捏造事实抹黑对手、编造借口
发动战争……可谓各种“阴招”“损
招”用尽。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

员，通过操纵媒体影响大众舆论，

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

发起的“知更鸟计划”。

1977 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

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说，

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

者为其有偿提供情报，授意这些记

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

“知更鸟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

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取信息、掌

控舆论。2014年，德国《法兰克福

汇报》记者伍尔夫科特在《被收买

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

赂、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

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是其中
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
争，不惜制定针对自身的“恐怖袭
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
但美国不但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
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亲美独裁政
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
政府开始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
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
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
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
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
要求中情局或美国政府下属的其
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
标发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
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制
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
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国船只以
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
等。这个计划最终被时任美国总
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
撤销，但美国却用类似手法引发了
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 年 8 月 4 日，时任美国总
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称美国军舰
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
国鱼雷艇袭击，双方“发生武装冲
突”。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
部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
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
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突。近年
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
该事件由美方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
告承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
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没有越
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
海军的档案记录，美国两艘驱逐舰
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
和 5 枚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
矢。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代
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他回忆
说：“我们的驱逐舰只是对着假想
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
除了漆黑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
力外，什么都没有。”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
进医院，闯入病房，育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
取出来，任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
面上死去。”1990年 10月 10日，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
下地说。她自称是科威特一家医
院的志愿者，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
威特后这“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
道，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火，“拯救
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

“人道主义”色彩。据英国广播公
司报道，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
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有媒体
曝光娜伊拉的控诉是造假，连她的
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
证一事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
参与策划，而该公司华盛顿办事处

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
公厅主任克雷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
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首都巴格
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
供应中断，惊慌失措的母亲们不得
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
出，带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
造成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
“有确凿证据”证明中国“银河号”
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
因此将其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
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
控。此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
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学武
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
不穷，先是称“中国政府故意放出
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

“银河号”中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
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

“基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
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
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报》评论
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
件纯属“海盗行径”。《印度教徒报》
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
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宣传的“战
略影响办公室”。该机构通过与五
角大楼没有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
国媒体发布消息，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
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邮件等手
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
之后就有美国媒体指出，五角大楼
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
虚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
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亚洲以及
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
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但同时又声
称美国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

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

《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
“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
府依旧在利用控制公共信息为其
战争目标服务。2004年 12月，《纽
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
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息，以影
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 年 5 月 1 日，英国《星期
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关于英国
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其中
记录了英国前军情六处负责人理
查德·迪尔洛夫 2002 年访问美国
后所作的“成果介绍”。

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
已下决心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伊拉
克萨达姆政权，理由是它涉嫌支持
恐怖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
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
战争爆发 10周年之际曾刊发一篇
反思文章指出，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并非源于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
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11”事件
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
样一个没有对其造成直接威胁的
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
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
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信
誓旦旦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
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美
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
场面”。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年谈
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
的试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
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令这个国家
陷入长期动荡，约 20万至 25 万平
民死于战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
过 1.6 万人。时至今日，伊拉克仍
有约 2500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

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年 11月，非政府组织“白
头盔”出于舆论压力发表道歉声
明，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
员在叙利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
频为摆拍。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
府，显然也不是最后一次。2018
年 9月 11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
明说，叙反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

“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

组织的重要支持者。2018 年，随
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
国曾与盟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
出叙利亚。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
提供450万美元援助。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副教授
亚历山大·多姆林指出，美国意识
到自己正在逐步丧失全球霸权，因
此更多通过资助非政府组织的方
式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络”计划，
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
隐私“构成重大威胁”为借口，企图
在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
售这一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
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
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方机构经
多年审查，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
明显安全隐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
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
洞。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
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国会主
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
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
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国作家、国
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
微软、亚马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
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
政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
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煽动、栽赃、抹黑
——起底美国捏造事实打击对手十大案例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上海时装周发布
URLAZH有兰2022春夏

系列时装

10 月 13 日，模特在展示时装。
当日，民族品牌 URLAZH 有兰 2022 春夏时装

系列亮相上海时装周。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