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有宁波报业传媒大厦 （宁东路 901 号） 310 平

方米的场地对外公开招租。

一、房屋概况：宁波报业传媒大厦位于宁波东部

新城核心区，宁东路以北，与宁波市市政府隔路相

望，毗邻新杨木碶河，坐拥东部新城“绿肺”——生

态长廊。宁波金融中心、宁波国际会展中心、宁波国

际航运中心近在咫尺，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出

租房屋为宁波报业传媒大厦 A 座北楼 1F 西、北角部

分 （宁东路 901 号），建筑面积 310 平方米，房屋配套

设施完善。

二、拟招业态：金融、文化、教育等各类单位。

三、房屋租金：房屋租赁的起步金额以当地市场

租赁价为准。租赁金额低于市价的不列入租赁范围。

四、房屋租期：房屋出租期限 5 年。

五、租赁要求：具有一定规模或经济实力、信誉

的单位 （个人），有意向者请携企业营业执照、企业

简介、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等有关资

料前来办理手续 （并支付租赁意向金壹万元整），租

赁价格等相关事项面洽。谢绝中介机构。

六、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901 号宁波报业传媒

大厦三楼

联系人：虞老师 87685633、13586911755

方老师 87682017、13429381517

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5日

房屋招租启事
现有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权属房屋 335 平

方米、170 平方米的场地对外公开招租。

一、房屋概况：出租房屋分别是宁波市海曙区永

寿街 1-8 号部分 （335 平方米）、海曙区公园路 19 号

一楼 （170 平方米），皆为临街店铺，房屋配套设施

完善。

二、拟招业态：商业、零售、餐饮等各类单位。

三、房屋租金：房屋租赁的起步金额以当地市场

租赁价为准。租赁金额低于市价的不列入租赁范围。

四、房屋租期：房屋出租期限 5 年。

五、租赁要求：具有一定规模或经济实力、信誉

的单位 （个人），有意向者请携企业营业执照、企业

简介、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等有关资

料前来办理手续 （并支付租赁意向金壹万元整），租

赁价格等相关事项面洽。谢绝中介机构。

六、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901 号宁波报业传媒

大厦三楼

联系人：虞老师 87685633、13586911755

方老师 87682017、13429381517

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5日

房屋招租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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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 5 月 24 日电
第 74 届世界卫生大会 24 日开幕。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大会开
幕式上谈及全球新冠疫情形势时
说，截至目前，尚未出现能严重破坏
现有疫苗、诊断或疗法有效性的变
异新冠病毒。

根据世卫组织每周疫情通报，
目前该组织列出的需要关注的变异
新冠病毒包括：最早在英国报告的
B.1.1.7、最早在南非报告的 B.1.351、

最早在巴西报告的 P.1 以及最早在
印度报告的 B.1.617。

谭德塞说，虽然目前出现的这
些变异病毒尚未对在用新冠疫苗等
构成实质威胁，但并不能保证会一
直如此。新冠病毒一直在不断变化，
未来出现的某些变化也许会使目前
的抗疫工具失效，让我们“回到原
点”。“除非病毒传播在每一个国家
都得到控制，否则疫情不会结束”。

谭德塞说，新冠疫情肆虐已近

一年半，现在全球仍处于“非常危险
的境况”。2021 年迄今报告的新冠
确诊病例数超过 2020 年全年报告
的病例数。依照目前趋势，在接下来
约 3 周内，今年的新冠死亡病例数
也将超过去年全年的死亡病例数。

“不管疫苗接种率是高是低，目
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认为自己已摆
脱困境。”谭德塞说。

据世卫组织估计，在抗击新冠
疫情的过程中，迄今全球已至少有

11.5 万名医护人员丧生。谭德塞呼
吁国际社会通力协作，优先为各国
医护人员和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接
种新冠疫苗。

谭德塞还说，世卫组织主导的
“ 新 冠 肺 炎 疫 苗 实 施 计 划 ”（CO-
VAX）能发挥协调作用，但目前接
收到的疫苗数量严重不足。世卫组
织成员、疫苗生产商等应向 CO-
VAX 提供更多疫苗，以便中低收入
国家的民众及早接种。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尚未出现对现有疫苗有实质威胁的变异新冠病毒

新华社华盛顿5月24日电
记者 邓仙来 徐剑梅

25 日是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
弗洛伊德遭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跪
颈”执法致死一周年。近来，美国民众
在事发地明尼阿波利斯市举行悼念
集会，对政府在消除暴力执法和保障
种族平等方面的进展迟缓表达不满。

目前，弗洛伊德案主犯德雷克·
肖万被控谋杀等所有罪名已成立，
但其量刑仍不确定，对其他 3 名涉
案前警察的审判则被延期。与此同
时，由于国会两党争斗激烈，以弗洛
伊德名字命名的警务改革法案在参
议院受阻。一年来的抗争只换来有
限的进展，美国种族歧视的顽疾仍
旧根深蒂固。

悼念活动

弗洛伊德家人、美国民权运动
领袖和数百名当地民众 23 日走上
明尼阿波利斯市街头，悼念弗洛伊
德，并对政府在消除警察暴力执法
和保障种族平等方面工作的进展表
达不满。在“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喊出他（弗洛伊德）的名字”的口号
声中，出席悼念活动的明尼苏达州
州长蒂姆·沃尔兹和明尼阿波利斯
市长雅各布·弗雷成为众矢之的。抗

议人士怒斥政府官员没有采取任何
行动制止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

作为全美悼念弗洛伊德身亡一
周年活动的一部分，由弗洛伊德妹妹
布丽奇特·弗洛伊德发起的“乔治·弗
洛伊德纪念基金会”24日在明尼阿波
利斯市举行研讨会，呼吁遭遇类似警
察暴力执法的受害者亲属共同寻求
法律变革，避免惨案再次发生。

会上，2014 年遭纽约警察“锁
喉”致死的非洲裔男子埃里克·加纳
的母亲格温·卡尔说，她多年来一直
推动纽约州关于禁止“锁喉”动作等
的警务改革立法，还曾带着简易棺
材去州议会大厦抗议。“我不相信写
信，也不相信打电话，我只想直接到
他们（议员）面前表达我的要求——
不是提问，而是要求。”

进展有限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肖万被控罪
名全部成立，但具体如何量刑仍不确
定。同时，对弗洛伊德案其他涉案前
警察的审判推迟以及相关警务改革
法案推进受阻，都表明消除美国根深
蒂固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绝非易事。

此前，陪审团判定肖万二级谋
杀、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罪名
全部成立，对肖万的量刑将于 6 月
25 日宣布。该案主审法官彼得·卡

希尔已认同检方列举的对肖万从重
量刑的部分理由，他面临的刑期可
能长达 40 年。但无论量刑结果如
何，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律，如犯人表
现良好，其服刑时间达到刑期的三
分之二后就可以获得假释。此外，对
其他 3 名涉案前警察的审判已被推
迟到明年 3 月。这 3 人被控协助、教
唆二级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

去年 6 月，由民主党掌控的国
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了《弗洛伊德警
察执法公正法案》，当时共和党掌控
的参议院未对该法案进行表决。今
年 3 月，众议院再次表决通过这项
法案。但由于两党在法案内容上分
歧严重，该法案目前在两党各占 50
个席位的参议院受阻，无法如总统
拜登所愿在 25 日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阿尔·沙普
顿 23 日呼吁采取进一步措施推进
警务改革。他表示，历史铭记弗洛伊
德的原因不应该是他遭到白人警察
跪杀，而是他的死推动了消除警察
暴力执法的改革。

痼疾难除

弗洛伊德案引发了美国人对警
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的深刻反
思。但这一年来，非洲裔美国人遭警
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依然没有减

少，美国主张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
势力仍在膨胀，同时由弗洛伊德案
引发的警务改革问题成为美国两党
争斗的又一焦点，相关改革因此受
到严重阻碍。

根据“警察暴力地图”网站公布
的数据，2020 年美国共有 1127 人在
警察执法过程中死亡，而非洲裔被
警察杀死的概率是白人的三倍。美
国民调机构 YouGov 上月一项民调
结果显示，经过一年的抗争，认为美
国种族关系“总体不好”的受访者比
例仍高达 65%。该机构 5 月份公布
的另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当被问及
弗洛伊德之死是否改善了美国警察
与非白人群体之间的关系时，仅有
十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有所改善，
五分之二的人认为关系变差，半数
人认为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在弗洛伊德案审判过
程中，部分激进左翼人士主张削减警
察经费，甚至解散警察部门。这些主
张得到一些进步派民主党籍国会议
员支持，而共和党人则强调维护“法
律与秩序”，强烈反对削弱警察力量。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哈基
姆·杰斐逊认为，美国民众对“黑人
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声援力度随着
时间推移正迅速减弱，而弗洛伊德
之死引发的对种族问题的反思“看
上去也没能持续”。

弗洛伊德周年祭 美国仍无以告慰

据新华社达喀尔 5月 24日电
（记者邢建桥）巴马科消息：据马里
媒体 24 日报道，马里过渡总统巴·
恩多和过渡总理莫克塔·瓦内当天
被军人带至首都巴马科附近一处军
营，以商讨新一届过渡政府成员名

单。马里总理府一名工作人员证实，
瓦内当天被军人“强行”带走。

据马里最大的门户网站“马里信
息网”报道，恩多当天签署总统令，宣
布新一届过渡政府组成名单。新过渡
政府仍由25名部长组成，其中包括5

名女性，但前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成
员萨迪奥·卡马拉和莫迪博·科内没
有进入名单。随后，恩多和瓦内被军
人带至距巴马科约 15公里的库利科
罗地区卡蒂镇一处军营，就新一届过
渡政府名单进行“沟通”。

马里总理府一名工作人员说，
瓦内当天被军人“强行”带走，军方
要求恩多免去瓦内的过渡总理职
务，但遭到拒绝。

本月 14 日，恩多接受了瓦内领
导的过渡政府的辞呈，随即再次任
命瓦内为过渡总理。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政府改组旨在成立一个更加具
有“包容性”的过渡政府，以解决马
里正在面临的社会危机。

马里过渡总统和总理被军人带至军营

新华社北京 5月 25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白俄罗斯
官员 24 日说，一些媒体关于白军机
在边境附近强迫一架客机改变航线
的报道不属实，客机机组人员在接
到白方有关哈马斯炸弹警告的通报
后自主决定紧急降落白首都明斯克
国际机场，白军机随后才收到指令
起飞。国际社会对此事反应不一。

白俄罗斯交通运输部航空局局
长西科尔斯基 24 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明斯克国际机场 23 日收到哈
马斯武装人员发来的英文电子邮
件，其主要内容为：当天从希腊首都
雅典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航
班上装有炸弹，哈马斯武装人员要
求以色列停火、欧盟停止支持以色
列，如要求得不到满足则飞机在飞
到维尔纽斯上空时炸弹将被引爆。

西科尔斯基表示，该航班进入
白领空后，白航空调度人员立即向
航班机组人员通报了威胁信息，当
时机组人员可选择在乌克兰基辅、
波兰华沙降落或继续飞往维尔纽斯
等地，白方曾建议降落明斯克但并
未施压，机组人员在数次核实白方
收到信息的来源后自主决定紧急降
落明斯克国际机场。

白俄罗斯空军和武装力量防空
兵司令戈卢布说，客机机长决定改变
航线紧急降落白俄罗斯一分钟后，白
军方才收到相关指令，当天执勤的战
机随后接到戈卢布的命令起飞。

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克伊向媒
体表示，在客机紧急降落白俄罗斯
后的 10 到 15 分钟内，资深政客而非

相关专家就开始发表声明指责白俄
罗斯，白方认为这是协调一致的行
动和有计划的挑衅行为。

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爱尔兰
瑞安航空公司一架客机 23 日因炸
弹威胁紧急降落在明斯克国际机
场。飞机经检查未发现爆炸装置，随
后重新飞往立陶宛。目前，白俄罗斯
调查委员会已对这起虚假炸弹事件
提起刑事诉讼。但有媒体报道，白俄
罗斯方面称客机上可能有炸弹并派
遣战机“逼迫”客机在明斯克降落，
继而逮捕支持白反对派记者罗曼·
普罗塔谢维奇。

欧盟对这一事件作出强烈反应。
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24日发表声
明，强烈谴责白俄罗斯迫使飞越其领
空的航班迫降并抓捕机上乘客的做
法，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禁止白俄罗
斯航班飞越欧盟领空。欧盟成员国领
导人还呼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紧急
调查这一事件，并决定尽快扩大对白
俄罗斯人员和实体的制裁。

美国总统拜登 24 日发表声明
说，美方对此事予以“最强烈的谴
责”，呼吁就此事展开国际调查并立
即释放普罗塔谢维奇。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24
日呼吁，各方不要对客机迫降事件
仓促下结论，应基于所有信息做出
清醒判断。他强调，白当局已宣布在
这一事件调查上保持开放透明态
度，在必要时接受国际专家参与调
查。同时白俄罗斯已准备提供必要
材料，证明白航空部门的行为符合
国际规则。

白俄罗斯称

客机紧急降落为机组自主决定
国际社会反应不一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市中心5月24日晚发生地铁列车相撞事故，导致
213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其中47人伤势较重。图为救援人员转移地铁列
车相撞事故伤者。 （新华社发）

马来西亚发生地铁列车相撞事故
造成200多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