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问询电话：87688768、87682114 职业道德监督投诉电话：87654321 邮编：315042 电子信箱：nbdaily@163.com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299弄研发园C区 电话：87298700
广告部：87682193 发行中心电话：87685678、87685669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定价每月35元 零售每份1.20元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87685550 昨日本报开印0时36分 印毕4时40分

遗失餐饮许可证正副
本各 2份，（浙餐证字编号
为 201033029000075、
2014330209000154），声明
作废。 浙江腾升建设有
限公司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一
份，号码：O330787736,声
明作废。 傅泓宇

遗失宁波市第七医院
门 诊 费 用 证 明 单 ，NO：
201601056479， NO：
201601056487，声明作废。

位大丫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 本 ， 号 码 ：
JY233021101129294，声明
作废。

宁波市镇海区蛟川浩
轩汉堡店

遗失浙江伯替克阀门
有限公司正本提单 1 份，
提 单 号 NGB/ZLO/
07546， 船 名 航 次
NYKLEO/2801E， 目 的
港 ： MANZANLLO

（MX） ， 箱 号
TTNU8332490，船 日 期 ：
17/01/2018，声明作废。

宁波海畅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

遗失宁波市镇海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7 年 4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 号 ：

92330211MA2909TN6X，声

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区蛟川浩轩

汉堡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一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205MA292AF963， 声

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刘金岩水产

经营部

遗失浙江省医疗住院收

费票据，票据代码：31301，金

额：14286.13，声明作废。

华传兰
遗失深圳市大安运通国

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

正本提单一式三份，提单号

DAS18030051，船 名 航 次

HYUNDAI INTEGRAL

076W，起 运 港 ：NINGBO,

CHINA, 目 的 港 ICD TU-

GHLAKABAD,INDIA，货 物

件 数 ：772 CTNS , 箱 号

GESU5087163，声明作废。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
司

遗失协议编号为北区政

房征决 201612-0471号《私有

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

原件及附件《私有住宅房屋征

收货币补偿核算单》一份，声

明作废。

朱坚聪

遗失启事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永寿发行站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永寿街22——88号号 8787279392279392

白杨发行站白杨发行站 白杨街白杨街2828--11号号 8714684487146844

青林湾发行站青林湾发行站 青林湾街青林湾街11号号 8703791087037910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248号号 873732358737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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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 星期四
江北 甬江街道夏家村，市政前期 2，市政前期 3，华

达工艺（8:30-12:30）；文教街道育才学校，环卫处专变，宁
波东易专科医院，国家安全局，欣捷建设（13:00-16:00）

5月4日 星期五
海曙 鹰茂地产，姚丰村后干用户（9:00-16:30），集

士港镇：兴达(8:30-16:00)；高桥镇：华旭自保温墙体材料
有限公司，高桥华杰建材厂，启航助剂有限公司，香豪莱
宝金属工业有限公司(8:30-16:00)；石契街道：广博新材
料厂（8:00-15:30）；四明职业中学（8:00-14:00）

江北 慈城镇双顶山四车头村(8:00-15:50)
增加：
4月23日 星期一
海曙 古林镇：鹰达铝电池（8:00-15：30）
杭州湾新区 湿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河西区水利

管理处、阿伍渔业专业合作社（9：00-10:00）
4月24日星期二
杭州湾新区 下一灶村部分地区(8:00-15:30)
4月26日 星期四
杭州湾新区 下一灶村部分地区(8:00-15:30)
4月27日 星期五
海曙 洞桥镇沙港南畈村一带（7:00-14：30）
杭州湾新区 下一灶村部分地区（8:00-15:30）
4月28日 星期六
杭州湾新区 海星村部分地区、神威塑胶五金厂（8:

30-14:30）

4月29日 星期日
海曙 石碶街道：嘉宜酒店，利源服饰公司，宇宙铜

品公司，祥汇纱线公司，汪家村，栎社经济合作社，栎社村
赵家西村，栎社村新村，栎社村，兰海潮塑粉公司，汇峰装
潢公司，利源服饰公司，永适电器公司，创新针织公司，骏
豪服装辅料公司（7:00-16:00）；

石碶街道：加油站，海曙宗业公司，永适电器公司，创
新针织公司，骏豪服装辅料公司，可升建设公司，创谐塑
胶公司，万荣五金公司，栎社帆布公司，源洋纺织品公司，
四季青小区，鄞州第二制刷公司，金星物流公司，联丰新
村，联丰村，双龙针织公司，捷尔得电子科技公司，宁波市
路灯管理所路灯，中国人民解放军 92602部队 81分队（7:
00-16:00）

取消：
4月25日 星期三
海曙 四明职业中学（8:00-16:00）
4月27日 星期五
海曙 石碶街道：嘉宜酒店、利源服饰公司、宇宙铜

品公司、祥汇纱线公司、汪家村、栎社经济合作社、栎社村
赵家西村、栎社村新村、栎社村、兰海潮塑粉公司、汇峰装
潢公司、利源服饰公司、永适电器公司、创新针织公司、骏
豪服装辅料公司（7:00-16:00）

石碶街道：加油站、海曙宗业公司、永适电器公司、创
新针织公司、骏豪服装辅料公司、可升建设公司、创谐塑胶
公司、万荣五金公司、栎社帆布公司、源洋纺织品公司、四
季青小区、鄞州第二制刷公司、金星物流公司、联丰新村、
联丰村、双龙针织公司、捷尔得电子科技公司、宁波市路灯
管理所路灯、中国人民解放军92602部队81分队（7:00-16:
00）；横街镇：水家村、雄发、鑫豪、永兴、康存(8:30-16:0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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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特稿
吴宝澍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专家 21 日
在叙利亚杜马镇采集样本，以确认
本月上旬是否发生过化武袭击。

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敦促西方
国家不要阻碍禁化武组织调查。

调查人员采集样本

禁化武组织 21 日在一份声明
中说，调查小组当天“到杜马 （疑
似化武袭击） 地点之一”采集样
本；样本后续将被送至位于荷兰城
市赖斯韦克的禁化武组织实验室，
再送往禁化武组织指定的多个实验
室予以分析。

声明说，禁化武组织将根据分
析结果及“调查小组收集到的其他
信息和资料”，草拟一份报告。这
个国际组织同时“将评估情况，考
虑后续步骤，包括可能再赴杜马”。

英国利兹大学环境毒物学教授
阿拉斯泰尔·海告诉法新社记者：

“沙林等神经毒剂投放使用后，将
在环境中存在许多个星期，尤其当
你近距离观察 （毒剂） 武器爆炸的
地点时。”

按照专家的说法，禁化武组织
分析样本可能需要两至三星期。

叙利亚一些反政府人士本月 7
日说，叙利亚政府军直升机当天向
反政府武装控制的杜马镇投下两枚
含有化学制剂的炸弹。美国随即指
认叙利亚政府发动化武袭击。叙利
亚政府说，不曾使用化学武器，所
谓杜马化武袭击系编造。

杜马隶属东古塔地区，位于叙
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控制杜马
的反政府武装“伊斯兰军”8日与
叙利亚政府达成撤离杜马的协议。

叙利亚政府 10 日邀请禁化武
组织调查杜马是否发生过化武袭
击。

以杜马“化武袭击”为借口，

美国联合英国和法国，叙利亚时间
14 日凌晨打击关联叙政府所谓化
武能力的目标。14 日晚些时候，
叙政府收复杜马，禁化武组织调查
组9名成员全部到达大马士革。

联合国安全人员 17 日进入杜
马，为调查小组评估安全形势，遭
遇“轻武器射击”和一起爆炸。调
查小组因而推迟前往杜马。

俄罗斯要求公正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
罗夫 13 日在记者会上说，在叙方
和俄方压力之下，禁化武组织调查
人员“才动身去叙利亚，不迅速，
也没有充足的热情”。“我们希望调
查小组赴杜马，不要耽搁。”

拉夫罗夫说，所谓杜马化武袭
击系某一国家“特别机构”参与策划
上演，俄方有“无法驳斥的证据”。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
扎哈罗娃 21 日发表声明，证实禁

化武组织调查人员当天上午前往杜
马所谓化武袭击地点。

扎哈罗娃说，俄方“无法容
忍”调查人员杜马之行的延误，希
望禁化武组织公正调查。她对调查
人员只前往一处地点、询问“较
少”目击者的决定表达严重关切。

“这显示，（调查小组） 不愿揭示又
一起……捏造的挑衅事件。”

她敦促西方国家不要阻碍禁化
武组织调查“挑衅事件”的真相。

美国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肯尼
思·沃德 16 日说，俄方可能对杜
马“袭击地点”动了手脚。拉夫罗
夫同一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
否认美方的说法。他再次提及，俄
方专家先前到杜马调查，结论是

“没有使用化学武器的迹象”。
俄罗斯军方驻叙利亚冲突各方

调解中心 21 日说，俄方人员正在
杜马清理房屋和基础设施中的地雷
和爆炸装置。“过去24小时，12个
爆炸装置得以拆除。”

禁化武组织调查组在杜马采样

新华社特稿
杜鹃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
德·扎里夫警告，一旦美国退出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将重启受
协议约束的核项目，推进速度将比
以前“快得多”。

准备重启

扎里夫在赴美出席一场联合国
会议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面向全国》栏目采访。节目定
于美国时间 22 日播出，采访片段
21日公开。

“如果美国总统决定正式退出

协议，伊朗将作出决定。”扎里夫
说，一些决定将根据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作出，一些则在这份协议以
外。

“我们已经准备多项方案，包
括重启并且以快许多的速度推进核
项目。”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就
化解伊朗核项目争议达成全面协
议。根据协议，伊朗必须停止高丰
度浓缩铀活动，交出已生产的20%
丰度浓缩铀，接受国际核查等其他
条件，将核项目限制在和平利用核
能领域。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督查
伊朗履行协议情况，多次发布报
告，确认伊朗履行协议。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今年

1月宣布“最后一次”延长美国涉
及伊朗核项目的制裁豁免期，同时
把5月12日定为修改伊核协议的最
后期限，扬言如果届时没有令他满
意的修改方案，美国将退出协议。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21 日
说，伊朗原子能组织已经做好准
备 ， 一 旦 美 国 宣 布 退 出 伊 核 协
议，伊方必将还以颜色。伊方反
击除了“意料之中”的举措，更
会有“意料之外”的行动。鲁哈
尼没有明确说明伊方准备实施的
方案。

艰难谈判

扎里夫说，如果欧洲国家领导
人想挽救伊核协议，就必须向特朗

普施压，要求后者维持协议。一旦
美国退出，伊朗不可能与伊核问题
其他几方一道继续履行协议内容。

法新社 22 日报道，法国总统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定于 23 日访
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伊核协议将是
两国首脑会晤的重点议题。

报道说，英国、法国和德国政
府代表正在与美国国务院官员布赖
恩·胡克深谈可替代伊核协议的方
案。但这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私下
抱怨，尽管与美方代表的谈判取得
进展，谁也无法保证谈判结果会令
善变的特朗普满意。

今年 3月，英国、法国和德国
联合向欧洲联盟提交文件，提议欧
盟以伊朗试验弹道导弹和支持叙利
亚政府为由，对伊方施加新制裁。
路透社获得这份机密文件。这家通
讯社报道，英法德欲以欧盟新制裁

“劝”特朗普维持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

伊朗发出警告

美国若毁约 伊朗将“加速”核项目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1 日电
（记者高攀 金旼旼） 世界贸易组
织总干事阿泽维多 21日发表书面
声明，呼吁各经济体通过世贸组
织加强全球合作，以缓和当前贸
易紧张局势。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
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
21日在华盛顿结束第37届部长级
会议。阿泽维多在当天提交给此
次会议的书面声明中说，全球合
作对于缓和贸易紧张局势和维护
经济强劲增长非常重要，世贸组
织可在其中发挥作用。

阿泽维多表示，如果没有世
贸组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可
能会引发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
施，令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显著

恶化。他强调，一个以规则为基
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为全球商贸平
稳运行提供了必要的稳定性和可
预见性，从而能充分支持全球经
济增长。

阿泽维多说，在贸易议题方
面应继续通过世贸组织加强全球
合作，这对于避免当前贸易摩擦
升级以及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和就
业至关重要。他表示，如果当前
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全球可能会
迎来一系列单边和针锋相对的贸
易措施，这将给全球经济和贸易
增长增添不确定性。

阿泽维多表示，全球主要经
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破裂会破坏
全球经济复苏，对当前的经济扩
张构成威胁。

世贸组织总干事呼吁

加强全球合作
缓和贸易紧张局势

4 月 22 日，在阿富汗首都喀
布尔，市民在爆炸现场查看一辆
被毁坏的汽车。

据阿富汗公共卫生部 22日消
息，当天发生在首都喀布尔一选
民注册站附近的爆炸事件目前已

造成至少 31 人身亡、54 人受伤。
爆炸地点位于喀布尔西部达什特
巴尔奇街区的一个选民注册站附
近。受伤人员已被陆续送往附近
医院接受救治。

（新华社记者 代贺 摄）

阿富汗首都发生爆炸
致31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