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新西兰克赖斯特
彻奇2月22日电 新西兰第二大
城市克赖斯特彻奇22日举行国
家悼念仪式，缅怀2011年地震遇
难者。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新西
兰总督雷迪以及克赖斯特彻奇
市长、多名内阁部长、主要党派
领袖与当地数千民众参加悼念
仪式。中国驻克赖斯特彻奇总
领事汪志坚出席并向遇难者敬
献花圈。2011年2月22日，克赖
斯特彻奇发生6.3级地震，造成
185人罹难，其中包括24名中国
同胞。右图为2月22日，在新西
兰南岛克赖斯特彻奇，工程人员
在 大 教 堂 工 地 上 开 展 修 复 工
作。超百年历史的克赖斯特彻
奇大教堂是城市地标，在2011年
的地震中严重受损。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
举行地震十周年
悼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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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本村村民龚建明有石结构房屋一宗，地址位于
石狮市永宁镇沙堤村七区192号，东至龚诗阔、西至龚金
铁、南至空地、北至龚参辉。现由申请人龚建明申请对该
房屋进行就地改造翻建。如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15
天内向我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且我村委会将
按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就地改造翻建手续，声明凡是其他证
件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永宁镇沙堤村民委员会
202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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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香福鼎白茶
高薪聘茶艺师5名，运营经
理1名13805985113

招聘
保安13799585910

恒顺
电器城诚聘小车送货员，仓
库管理员13906992429蔡

兹有石狮市锦尚镇锦
尚村邱宗从、王雪迎不慎遗
失1996年 6月15日办理的
独生证，证号：9670374，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庄辉川不慎遗失
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书，编
号 ：35052119691026X637，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房 产 信 息

分 类 广 告

人才市场

石狮市国有房产招租公告
拟就以下标的广泛征集承租方，现公告如下：标的

①为石狮市群英北路 98 号，第 8 层房屋，建筑面积
426.31㎡，挂牌价：42000元/年；标的②为石狮市群英北
路98号，第10层西北边房屋，建筑面积100㎡，挂牌价：
9852元/年。具体的交易方式、时间、地点及竞价规则等
详见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石狮分站网站：
http：//www.qzcq0595.com/ss/。报名联系人：李女士、王
先生；联系电话：0595-83051236。

石狮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2021年2月23日

石狮市旅游集散中心招租公告
石狮市峡谷旅游路旅游集散中一、二层商

业招租面积共计140m2，每平方米150元/月，租
赁期限五年，经营业态要求为知名品牌规上连
锁店（轻饮食类）。二层文创办公区域出租面
积分别为28m2、31m2，每平方米50元/月，租赁
期限三年。联系人：汤敏15059519185。

更正说明
我公司2021年 2月22日刊登于《房产信息》中的

“标的②为石狮市峡谷路旅游集散中心二层文创办公区
域A1，建筑面积28m2，租赁期限5年，挂牌价：16800元/
年；标的③为石狮市峡谷路旅游集散中心二层文创办公
区域A2，建筑面积31m2，租赁期限5年，挂牌价：18600
元/年”的内容中，标的②、标的③的租赁期限均更正为3
年。

特此更正
石狮市狮城产权交易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3日

环球点击

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在菲律宾获紧急使用许可

据新华社马尼拉2月22日电 菲律宾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22日宣布，正式批准给予中国科兴公
司生产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许可。

菲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恩里克·多明戈当
天表示，该国有关监管机构和医学专家在对相关
数据信息进行完整且严格的审核后，认为科兴疫
苗能够有效预防感染新冠，符合相关条件，因此
菲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给予科兴疫苗紧急使
用许可。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洛克当天说，菲方
预计不久后就能接收到首批科兴疫苗，它们将被
分发至马尼拉、宿务、达沃等地。

近期菲律宾政府已在国内多地举行了新冠
疫苗接种的培训演练工作，以确保疫苗接种安全
顺利进行。

目前菲律宾的新冠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中。
根据菲卫生部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2日16时，
菲律宾累计新冠确诊病例为563456例，累计死亡
12094例。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
西2月21日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官
员，双方达成一项最长达三个月
的临时技术协议，在此期间，国际
原子能机构将继续其必要的核查
和监督活动。

格罗西21日结束对伊朗为期
两天的访问。他返回维也纳后对
记者说，他与伊朗方面取得一个
可接受的“合理结果”，双方达成
一项临时技术协议，使得国际原

子能机构能够继续在伊朗开展必
要的核查工作，核查人员不会减
少，突击飞行检查也仍然可以进
行，但进入核设施的机会或将减
少。这项临时技术协议有效期暂
定不超过三个月，他希望届时可
以达成一个更全面的协议。

格罗西当天分别会见伊朗原
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和伊朗外交
部长扎里夫。会见结束后，伊朗
原子能组织官方网站发布伊方与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联合声明。声
明说，双方达成一份符合伊朗议
会法案的临时技术协议，国际原
子能机构将在最长三个月时间内
继续其必要的核查和监督活动。
根据这份临时技术协议，伊朗将
保存一些核设施的视频监控资
料。如果三个月内美国解除对伊
朗的制裁，伊朗将把这些监控资
料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如果制
裁届时没有解除，伊朗将销毁这

些资料。
伊朗议会去年 12 月通过法

案，要求政府如在一定期限内未
发现对伊制裁“松动”，就应进一
步突破伊核协议限制。扎里夫本
月17日表示，根据这一法案，如果
伊核协议相关方在规定时间内仍
不履行协议义务，伊朗将从2月23
日开始中止履行《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附加议定书。但伊朗仍会
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保障

协定。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
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作为伊
朗在伊核协议中所作承诺的一部
分，伊朗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附加议定书要求采取一些有关核
活动的自愿措施，给予国际原子
能机构更广泛监督伊朗核活动的
权限。中止履行该议定书意味着
这些措施将暂停。 （新华）

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临时技术协议

环球博览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77-200客机 2月 20日从科罗拉
多州首府丹佛国际机场起飞后，飞
机右发动机外壳脱离爆炸起火。
对此，波音公司21日发表声明，建
议暂停部分波音777客机运营。

声明说，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
全委员会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建
议在此期间搭载与美联航涉事飞
机同型号发动机（美国普惠公司生
产的PW4000-112发动机）的波音

777客机暂停运营。目前有69架
搭载了这一型号发动机的波音客
机处于服役状态，另有59架处于
库存状态。

波音公司还表示支持日本航
空管理部门以及美国联邦航空局
暂停搭载同型号发动机的波音
777飞机运营的决定，并称其正在
与监管机构合作。波音公司同时
指出，发动机检查工作由生产厂商
普惠公司进行。

普惠公司是位于美国的一家
技术公司，是世界著名航空发动机
供应商之一。

美国联邦航空局21日要求对
装有普惠公司这一型号发动机的
波音777飞机加强检查。美联邦
航空局局长史蒂夫·迪克森表示，
这个决定是在与航空安全专家小
组协商后做出的。根据初步信息
得出的结论，应加强对这一型号发
动机独有的空心风扇叶片的检查，

这种空心风扇叶片仅在波音777
飞机上使用。

日本国土交通省21日晚宣布，
受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77-200客机20日右发动机外壳脱
离爆炸起火事件影响，要求日本国
内航空公司立即停飞与涉事飞机搭
载同系列发动机的波音777客机。
目前日本航空和全日空两家公司分
别拥有13架和19架搭载同系列发
动机的波音777客机。 （新华）

波音公司建议暂停部分波音777客机运营
日本宣布停飞搭载PW4000系列发动机的波音777客机

据新华社悉尼2月22日电 澳
大利亚默多克儿童研究所等机构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
通讯》杂志上发表论文说，儿童
新冠重症患者较少的原因是他
们对新冠病毒的固有免疫应答
更强，免疫系统能迅速对病毒展
开攻击。

免疫应答是免疫系统识别和
清除病毒等抗原的过程，可分为非
特异性的固有免疫应答和适应性

免疫应答。其中，固有免疫应答是
机体抵御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防
线。

论文第一作者、默多克儿童研
究所的梅拉妮·尼兰德在该机构近
日发布的公报中说，此前已发现儿
童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较小，并且
近三分之一儿童感染者并无症状，
了解不同年龄段人群感染新冠病
毒后的症状差异有助于相关预防
和治疗工作。

为此，研究人员对墨尔本地区
感染新冠病毒或暴露于病毒环境
中的48名儿童和70名成年人的血
液样本进行了分析，并监测了感染
者在急性感染期及之后两个月内
的免疫应答情况。

研究发现，相较于被感染的成
年人，儿童感染新冠后有更强的固
有免疫应答，他们血液中的中性粒
细胞被激活，同时血液中单核细
胞、树突状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

免疫细胞减少。尼兰德解释，这表
明免疫细胞正在向感染部位迁移，
在病毒扩散之前迅速将其清除，而
在成年人体内没有观察到类似的
免疫反应。

研究还发现，暴露于新冠病毒
环境中但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儿童
和成年人的免疫应答相似。这些
儿童和成年人体内中性粒细胞数
量都有所增加，这有助于保护他们
免受感染。

固有免疫应答更强助儿童较少出现新冠重症

据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21 日电
俄新社21日援引俄罗斯阿斯特拉
罕州政府的声明说，去年12月该
州一养殖场的7名员工感染H5N8
型禽流感病毒，随后出现轻症并接
受了门诊治疗，“他们的健康状况
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该声明指出，阿斯特拉罕州在
发现H5N8型禽流感病毒之后立
即采取了检疫措施，养殖场对禽类

实施了扑杀并销毁了所有产品。
目前，该养殖场已经完成消毒工作
并将于未来几天进行消毒质量检
测。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
克·亚沙雷维奇对塔斯社表示，世
卫组织已经收到俄政府就发现7
人感染H5N8型禽流感病毒的相
关通报。“如经过确认，这将是全
球首次有人感染H5N8型禽流感

病毒”。
亚沙雷维奇说，世卫组织将与

俄政府举行相关磋商，旨在获取更
多信息并评估这一事件对社会卫
生领域的影响。

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
益监督局局长波波娃20日对媒体
说，去年12月，俄南部一养殖场暴
发禽流感疫情，俄“矢量”病毒学与
生物技术国家科学中心专家从该

养殖场的7名员工身上分离出了
H5N8型禽流感病毒的遗传物质。
波波娃说，目前尚未发现人传人现
象，但不排除今后病毒发生变异导
致人传人。

俄“矢量”病毒学与生物技术
国家科学中心主任马克休托夫20
日就这一感染事件表示，俄方将立
即启动针对H5N8型禽流感病毒
的检测系统及疫苗研发工作。

俄感染H5N8型禽流感病毒的7人健康“未受威胁”

▲尼日尔举行第二轮总
统选举 2 月 21 日，工作人员在
尼日尔尼亚美的一处投票站计
票。尼日尔 21 日举行第二轮总
统选举，在首轮投票中得票率居
前两位的尼日尔争取民主和社会
主义党候选人穆罕默德·巴祖姆、
尼前总统马哈曼·奥斯曼角逐总
统职位。 （新华）

据新华社休斯敦 2 月 21 日电
遭遇罕见冬季风暴的美国南部得
克萨斯州21日水电供应逐步恢复
正常。针对居民反映的天价电费
账单问题，得州管理部门下令暂时
禁止供应商向用户寄出账单。

监测全美电力供应的网站显
示，截至当地时间21日晚，得州全
境停电数下降至约1.9万户，供水
状况也在不断改善。

得州公用事业委员会21日下
令，暂停供应商对未按时支付水电

费的居民停水停电；在管理部门找
到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前，禁止供
应商向用户寄送电费账单。

委员会在颁布这两项命令前，
得州州长阿伯特与州议员召开了
紧急会议，商讨天价账单问题。阿

伯特在21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解决天价账单问题是“当前得州立
法机构要处理的首要事项”。得州
议会将尽快开会讨论这一问题。

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的居民5
天的电费竟然高达1.7万美元。

美国得州暂停向用户寄送电费账单

据新华社突尼斯 2 月 21 日电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内政部长法
西·巴沙加的车队21日在首都的
黎波里附近遭不明身份的武装人
员袭击，一名警卫人员受伤，巴沙

加本人安然无恙。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内政部

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当
地时间15时，不明身份的武装人
员从一辆装甲车上向巴沙加的车

队开火。巴沙加的警卫人员随后
开枪回击，打死一名武装人员，并
抓获另外两人。一名警卫人员在
事件中受伤。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内政部

表示，将对此次“未遂暗杀”采取必
要的法律措施。

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
后，利比亚陷入动荡，安全形势持
续恶化。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内政部长躲过暗杀袭击

阿塞拜疆医学专家日前表
示，阿国内疫苗接种正有序展
开，中国产疫苗十分安全且未见
严重不良反应。巴库医学健康
中心主任哈桑诺夫日前对媒体
表示，阿塞拜疆新冠疫苗接种已
进行 4 周，包括该中心在内的全
国 医 护 人 员 都 已 经 接 种 了 疫
苗。目前未接到任何接种人员
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部分
医护人员已开始第二剂接种。
阿塞拜疆1月18日正式启动第一
阶段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阿卫生
部长希莱里耶夫当天在巴库率
先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
疫苗。据当地媒体报道，包括世
界卫生组织驻阿塞拜疆代表汉
德·哈尔曼哲在内的很多国际人
士 均 已 在 巴 库 接 种 了 科 兴 疫
苗。 （新华）

阿塞拜疆医学专家
点赞中国新冠疫苗

菲律宾气象局22日表示，今
年第1号台风“杜鹃”当天登陆菲
律宾，给该国多地带来大风和降
雨，目前已有 5 万多人受灾。菲
律宾气象局说，台风“杜鹃”于当
地时间22日上午9时左右在菲中
部登陆，之后以每小时15公里左
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同时
强度逐渐减弱，目前已减弱为热
带低压。由于“杜鹃”给菲律宾
多地带来大风和降雨，菲中部和
南部有179座房屋部分或全部毁
损，另有多处道路和桥梁被雨水
冲垮。受“杜鹃”影响，菲律宾国
内从19日起至今已有40多个航
班被迫取消，部分地区航运暂
停。 （新华）

“杜鹃”登陆菲律宾
超5万人受灾

阿富汗国防部 22 日发表声
明说，阿军方21日晚对南部坎大
哈省的塔利班据点展开打击行
动，击毙至少10名武装分子，其中
4人为外籍。声明表示，在坎大哈
省阿尔吉斯坦地区展开的这场行
动中，军方还摧毁了塔利班武装
分子设在该地的一座制造炸弹、
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的工厂。塔
利班方面尚未对军方的声明做出
回应。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于
2020年9月12日在卡塔尔启动和
平谈判，因分歧众多，谈判进展缓
慢。与此同时，双方冲突也一直
未停止。 （新华）

阿富汗军方
打击塔利班据点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
逼近50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110749023 例，累计死亡病例
2455131例。

截至北京时间2月22日16时，美国累计确诊
病例达到28134143例，死亡病例达到498897例。
21日新增确诊病例56079例，新增死亡病例1235
例。

美国《纽约时报》21日头版关注美国死亡病
例逼近50万，配以大幅图片。图上的每一个黑点
代表一个死者，近50万个黑点密密麻麻布满报纸
的一半版面。黑点的密级程度代表不同的死亡
病例增速。

美国《华盛顿邮报》21日发表文章称，死亡病
例50万这一数字“巨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文章
称，50万相当于美国南部国际性都市亚特兰大市
的人口规模。 （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