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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电潮”席卷全球，美日印快撑不住了
2021年，一场百年不

遇的暴风雪席卷美国，一

度导致“能源心脏”得克

萨斯州不堪负荷，电网瘫

痪。如今，随着北半球暑

期到来，“缺电潮”再次席

卷而来，多国电力供应告

急，危机会否重演？

6 月 7 日，日本内阁时隔近 5 年
召开电力供需会议，会议决定呼吁家
庭和企业，在 7月 1日至 9月 30日期
间节约用电。这是自 2015 年以来，
日本时隔 7 年在全国范围内发出节
电要求。

日本政府采取了多种方式应对电
力危机。包括敦促电力公司重启停运
的火力发电厂，并追加采购液化天然
气等燃料。除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
生能源发电外，日本还称将在确保安
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利用核电站。

日本为何呼吁夏季节电？日本
放送协会(NHK)分析称，原因之一是
火电厂的供应能力正在下降。此外，

受 3月 16日福岛县近海强烈地震影
响，日本部分发电厂受损后仍未恢复
运行，也影响了电力供应。

日本政府预计，在2023年1月至
2 月，全国大范围内，电力供需情况
将更加严峻。报道指出，这将是
2012年度以来最严重的“电荒”。

此外，印度近期也面临着严重的
电力危机。5月，印度多地煤炭库存
告急，加之连日遭遇热浪袭击，电力
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印度约 75%
的电力来自煤炭发电，为应对煤炭短
缺，印度最大煤炭生产企业采取增产
措施，铁路部门一度停运数百趟客运
列车，以腾出运力运煤。

传统能源供应偏紧
可再生能源仍显乏力

据显示，2021年全球燃煤发电量达到
了历史最高水平，整体煤炭消费量约为79
亿吨，同比增长 6%。国际能源署报告称，
随着经济反弹支撑全球煤炭需求，2022年
全球燃煤发电量或将创历史新高。

与持续增加的需求相对应的是有限
的供应。一方面，各国致力于推进能源转
型导致传统能源投资不足。另一方面，受
俄乌冲突影响，俄罗斯能源生产、出口受
到较大阻碍。

中金公司观点指出，受地缘冲突影
响，欧盟等地计划停止采购俄罗斯煤炭，
转向其他地区寻求进口，但短期内难以满
足需求，导致全球煤炭供需偏紧局面加
剧，煤价进一步上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能源严重短缺
之时，可再生能源奋起发力。能源环境独
立智库 Ember 发布《全球电力评论》报告
称，作为增长最快的电源，2021年，风力、光
伏发电在全球发电总量中的占比首次突破
十分之一，达到10.3%，创下新的纪录。

但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面对
“电荒”仍显乏力。2022年版《跟踪可持续
发展目标 7：能源进展报告》指出，目前全
球仍有7.33亿人用不上电，24亿人仍在使
用有害健康和环境的燃料做饭。预计到
2030年仍有6.7亿人用不上电。

分析认为，当下传统能源短缺，叠加
可再生能源天然不稳定、能量密度较弱的
特性，使能源保供能力倍受影响，电力供
应岌岌可危。

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比罗尔
表示，俄乌冲突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
裁使全球同时面临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三
重危机。“这将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的危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据《中国新闻社》）

欧美等多个国家，也在遭受着电
力供应不足的困扰。

当地时间 6月 6日，美国总统拜
登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宣布紧急状
态，称潜在的电力供应短缺已经危及
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生活质量。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将没
有足够的电力来度过夏季热浪，这将
使该国面临大范围停电的风险。据
评估，2022 年夏季，美国西部、中西
部地区可能面临电网故障风险，给民
众生产生活造成损失。

美国能源告急，拜登在声明指出
至少两个原因：俄乌冲突导致能源市
场中断；受气候变化加剧等极端天气
事件影响。

而据美媒分析，美国出现电力短
缺的原因在于，一是传统电源退役过
多、新增电源供给不足。二是电网设

施老化严重，可靠性差。三是气候变
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影响能源供应。

放眼欧洲，欧洲能源价格自
2021 年以来就大幅攀升，受俄乌冲
突和西方对俄制裁影响，包括法国、
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能源价格
更是不断上涨，电力危机正在恶化。

另外，根据英国政府官员为应对
俄乌冲突“合理”预测地最坏情况，数
百万英国家庭今年冬天可能面临限
电。《泰晤士报》称，如果俄罗斯进一步
切断对欧盟的能源供应，2023年初，
英国可能会对多达600万户家庭实行
电力配给，主要是在早晚高峰时段。

路透社认为，能源价格，尤其是天
然气价格上涨创纪录，带动欧洲电价上
涨至多年来的高位，而这一状况不太可
能在年底缓解，这也表明，今年的欧洲
寒冬里，民众的生活成本将居高不下。

日本再提节电要求 印度面临电力危机

美国宣布紧急状态 欧洲能源危机加剧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位于圣彼得堡的总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位于圣彼得堡的总部
拉赫塔中心拉赫塔中心

公 告
2022年6月1日，江西省莲花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在江西省萍

乡市莲花县琴亭镇六模村申通快递中转站内，依法查获1起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
证运输烟草专卖品案件，具体如下：
快递单号：申通快递（773162738182946、773162738182958），卷烟品牌数量为：84mm
中华（软）4条，合计1个品种4条卷烟。
请以上货主自收到本公告之日起7日内到江西省莲花县烟草专卖局（地址：江西省萍
乡市莲花县勤王路 209 号，联系电话：0799-7225280，联系人：周建华）接受调查处
理。若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我局将参照《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工业和信息化
部令第12号）第五十八条的程序规定，对上述卷烟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江西省莲花县烟草专卖局 2022年6月10日

江西省南昌县烟草专卖局 收回烟草专卖许可证公告 【2022】年第14号
以下持证户因六个月以上未经营，经我局公告后，也未来我局办理相关手续，我局已作收回。因无法收回下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根据《烟

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现予以公告，一经公告即视为收回。
许可证号码 企业名称（字号） 法定代表人 经营场所

（负责人）
360121108377 南昌县板联玉珍便利店 雷玉珍 南昌市南昌县八一乡板联村龚家自然村15号

江西省南昌县烟草专卖局 2022年6月10日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烟草专卖局收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公告[2022]年（收）第 009号
因无法收回下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六十八条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一个月期满视为收回：
许可证号 企业(字号)名称 负责人(经营者)姓名 经营地址
360102125385 东湖区元惠便利店 闵忠元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子固路201号店面
360102126264 东湖区云的私房菜 代大能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266号3号楼4单元102室
360102126073 东湖区晨汐生鲜店 黄婷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阳明路234-246号-5
360102125370 南昌市东湖区丽丽蔬菜水果行 张丽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君悦青山湖小区1号楼112室
360102126143 东湖区阿兰烟酒行 舒小建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南京西路227号C部分
360102125989 东湖区有家阳明公园站便利店 刘凯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南昌地铁2号线阳明公园站YMGYZ-104商铺
360102125592 东湖区捕取便利店 吴小兰 南昌市东湖区渊明北路3号华联商场（第1-2层）
360102126114 东湖区福多鲜超市 熊清栋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佘山路62号-2号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烟草专卖局
2022年6月10日

拍拍 卖卖 公公 告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依法向社会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报废车辆515辆（含摩托车29辆、电动车246辆、拐的240辆），参考价人民币10

万元，保证金人民币3万元。
对竞买人要求详见拍卖文件。
时间：2022年6月26日上午10:00
拍卖地点:南昌市青山湖区民丰路南昌公交驾校内办公楼3楼会议室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0791-83882589 18970066168
即日起可咨询、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6月24日17:00前持有效证件【营

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有效期内的报废车辆回收拆解许可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环评验收合格的相关文件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经办人
非法定代表人的还需要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文书和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复印件均需加盖竞买人公章】、保证金银行缴款回单和资料费人民币500元（不予退
还）到南昌市建设路333号宜尚酒店六楼606室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保证金请汇款至
我公司指定如下账户：

户 名： 江西国邦产权经纪有限公司
帐 号： 196234678400
开 户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传媒大厦支行

江西国邦产权经纪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0日

关于拍卖玉山县“滨江雅居”、“天龙广场”
部分税务查封抵税商铺的拍卖公告

受委托，江西思诚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下午
16时30分在玉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玉山县“滨江雅居”、“天龙广
场”部分税务查封抵税商铺”专场拍卖会，由国家注册拍卖师主拍，具体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1、标的1：玉山县“滨江雅居”2栋、3栋、4栋、5
栋、6 栋部分税务查封抵税商铺，共 24 标 55 间商铺，建筑面积分别约：
22.45m2--52.12m2不等，起拍价：22.4万元—143.85万元，保证金：5—10
万元；以上标的整体拍卖优先，整体拍卖起拍价：1200.2万元，保证金：50
万元。2、标的2：玉山县“天龙广场”1号楼、2号楼、8号楼一层、三层部分
税务查封抵税商铺，共37间，建筑面积分别约:4.57 m2/间—68.58 m2/间，
起拍价 1.8万元/间—26.76万元/间，保证金：3万元/间；以上标的整体拍
卖优先，整体拍卖起拍价：386.43万元，保证金：50万元。

注：以上标的请登录玉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ysggzy.cn）
查看详细公告清单或咨询本公司。

二、拍卖方式：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
三、相关事项说明：1、本次拍卖房地产面积来自江西海川房地产土地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2、本次拍卖标的未办理产
权证，拍卖成交后办理不动产权证所需交纳的相关税费按政府规定各自
承担。3、标的新旧、规格、质量、数量、状况、性能、面积等均以现状拍卖，
以交付时现状为准。竞买人应认真咨询、看样、核实，明确本次转让标的
的现状和可能存在的瑕疵。4、标的物以交付时的房地产现状为准，房地
产权属转移时不论面积是否增减，均不影响拍卖成交及成交总价。

四、标的咨询和展示：自公告之日起即行咨询和展示。
五、报名方法：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6月27日下午17时止，个人凭

身份证，单位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人代表委托书到本公司办理报名手
续，资料费500元。报名时须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应于2022年6月27
日下午 17时前将保证金汇入：户名：江西思诚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江
西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帐号：162489120000011646；未竞买
成功的竞买人保证金五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息）。未竞买成功的竞买
人保证金五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息）。

六、报名地址、联系电话：玉山县冰溪镇人民大道152号（莲塘信用社
边） 0793-2357698 18046629918（张）

江西思诚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0日

我单位将位于东湖区叠山路 609号面积 114平方米，榕门路
92号，4500平方米整体招租。报名截止日期 2022年 6月 16日。
联系人：刘女士，联系电话：13807052266，监督电话:87838812招租

南昌市百花洲童鞋厂店铺：1、中山路 91号，面积 57.31m2。
2、渊明南路195号，面积26.7m2。联系电话：13870958690（钟
先生），监督电话：0791-87838658，0791-86709226。公开招租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将于2022年6月22日15时在庐山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开标厅公开拍卖：赣G2518G(大众帕萨特）参考价：5800元；
赣G2619G(大众帕萨特，车辆损坏，无法启动），参考价：1800元。自公
告之日起接受咨询、展示，报名截至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6月21
日16时止。

竞买报名：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然人均可参加竞
买。竞买人须交纳竞买保证金3000元/辆（未竞得不计息返还）及报名资
料费 300 元(不退)。（保证金收款帐户: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号:
1434 8101 0400 13952，开户行:农业银行庐山市支行）。

联系电话：18379273989陶主任（现场看样）
18170260010黄经理（拍卖报名）

江西润泽拍卖有限公司

店面招租
东湖区李家路18号，面积,210m2，现对外公

开招租。联系电话：13870898138 邓，监督电
话：87838658、86709226

经济晚报全省各类公告/声明/遗失
刊登热线：18970034856

遗失声明
●徐衍微遗失江西师范大学学位证，学位证号：Z1041432009000227，
声明作废。
●徐衍微遗失浙江师范大学毕业证书，证号：1034 5120 0505 004410，声明作废。
●徐衍微遗失浙江师范大学学位证，学位证号：10345200514378，声
明作废。
● 江 西 迪 格 路 桥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4210007782304，声明作废。
●赣州市诺荣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一枚（法人：游贵福）声
明作废。
●江西省家电市场银鑫电器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360107600078333，声明作废。
●红谷滩新区康有道美容馆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60125MA35T9E17W，声明作废。
●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祥·棕榈湾工程项目部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南昌市西湖区家电市场奕辰家电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原
件，注册号：360107600195033，声明作废。
●南昌市西湖区家电市场奕辰家电商行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西湖区幸福数码产品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360103MA37TJ0C73，声明作废。
●南昌宏鸿农产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4MA3AETGU4A，声明作废。
●黄光锐遗失购买山东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淮河路六号
小区6-17-1-701室，收据编号：1214685金额：300000元，遗失购房认
购书，编号：0001065声明作废。
●杨雪不慎遗失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6 届毕业证，证号：144651201906000994，声明作废。
●遗失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徐建壮学生证，学号：200308040646，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