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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警告捷克驱逐俄外交官“面临后果”

中东多国新冠疫情依然严峻 利比亚启动疫苗接种

日本栃木县出现猪瘟疫情
将扑杀约 3.7万头猪

拜仁主帅弗利克希望本赛季结束后离任

南瓜节给孩子带来欢乐

针对捷克政府驱逐 18 名俄罗斯
外交人员，俄罗斯外交部 17 日警告
说，捷克“完全清楚”这一决定将导致
何种后果。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捷克
上述举动可能促使俄方考虑关闭捷克
驻俄罗斯使馆。

捷克方面17日指认18名俄外交人
员关联 2014年捷克一处军火库爆炸，
说他们是俄方情报人员，要求 48小时
内离境。

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 17日说：
“有充分理由怀疑俄罗斯情报部门官

员。”他说，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了解
此事，并完全同意这一决定。

那处军火库位于捷克东南部，在
首都布拉格东南 330 公里。2014 年
10 月，军火库发生爆炸，造成 2 名捷
克人死亡。

路透社报道，捷克上述举措触发
1989 年以来捷克与俄罗斯最严重对
立。捷克工业部长卡雷尔·哈夫利切克
17日说，最新局势可能影响捷克方面
决定是否邀请俄方投标建设捷克杜科
瓦尼核电站新机组。

美国驻捷克大使馆在社交媒体推

特发文说，美方“欣赏”捷克对俄举动，
“与坚定盟友同在”。捷克与美国同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

美国白宫 15日宣布制裁多个俄罗
斯实体、驱逐多名俄外交官。俄方 16
日宣布对等驱逐10名美国外交人员。

俄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
17日警告捷克将承担后果，“布拉格完
全清楚这些伎俩会导致什么”。

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外交界
人士为来源，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
社 17 日报道，捷克驱逐 18 名俄外交
人员，“明显是已经决定关闭在莫斯

科的使馆”。这家媒体没有提供更
多细节。

捷克政府宣布驱逐 18名俄外交官
后不久，捷克警方发表声明，通缉两名
俄罗斯公民亚历山大·彼得罗夫和鲁斯
兰·博希罗夫。捷克警方怀疑两人
2018年3月对俄前情报人员谢尔盖·斯
克里帕尔父女使用神经毒剂。

捷克警方一名发言人告诉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警方无法确认通缉彼得罗
夫和博希罗夫与 2014年捷克军火库爆
炸之间是否有关联。

（新华社电 刘秀玲）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记者 刘
阳）国际举重联合会官网消息，中国队
在亚锦赛首日比赛中取得“开门红”，
侯志慧以打破抓举、总成绩两项世界
纪录的成绩勇夺女子 49公斤级冠军，
队友蒋惠花紧随其后拿下亚军。

2021 年举重亚锦赛当地时间 17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开幕，这
是东京奥运会资格赛，也是中国队在

疫情暴发以来首次出国参赛。女子49
公斤级是中国队的优势级别，赛前该
级别的三项世界纪录全部由侯志慧和
蒋惠花保持。

中国“双花”在比赛中势如破竹，
24岁的湖南妹子侯志慧以 96公斤打
破了自己保持的95公斤的抓举世界纪
录，随后在挺举比赛中发挥稳定，最终
以213公斤的总成绩夺冠，这一成绩也

打破了蒋惠花在 2019年创造的 212公
斤的总成绩世界纪录。

世界冠军蒋惠花挺举发挥出色，
以118公斤、领先侯志慧1公斤的成绩
结束比赛，但由于抓举落后侯志慧7公
斤，最终以 207公斤的总成绩获亚军。
26岁的印度选手、2019年世锦赛第四
名米拉巴伊在挺举比赛中异军突起，
以119公斤打破挺举世界纪录，最终以

205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铜牌。
中国队此次派出男、女共 20人参

加亚锦赛，中国举重协会主席周进强
此前曾表示，本次亚锦赛也将作为中
国 队 队 内 奥 运 资 格 选 拔 的 重 要 参
考。当地时间 18 日，中国队将派出
廖秋云、黎雅君参加女子 55 公斤级
角逐，李发彬将在男子 61 公斤级比
赛中亮相。

新华社伦敦4月17日电（记者 张
薇）切尔西17日以1∶0主场击败曼城，
挺进英格兰足总杯决赛。“蓝月亮”本
赛季横扫四冠的希望落空。

切尔西和曼城本周双双晋级欧冠
半决赛，而领跑英超的曼城此前还打
进了联赛杯决赛。如果足总杯赛场继

续前进，曼城将距离单赛季四冠的伟
业更近一步。

不过，也许是在一路狂奔之后终
于感到疲惫，曼城当日在斯坦福桥并
没有打出常有的节奏，如主帅瓜迪奥
拉所言，也就是比赛的最后 15分钟表
现不错。

切尔西尽管全场仅有5次射门，但
还是凭借齐耶赫第55分钟的进球力压
对手，将与莱斯特城和南安普敦之间
的胜者争夺冠军。

对曼城而言雪上加霜的是，中场
核心德布劳内下半场刚一开始就因伤
被换下场。瓜迪奥拉表示，比利时人

情况看起来不妙，“他感觉很疼，我们
只能等等看。他明天会接受检查”。

4月下旬曼城还要连续遭遇3场硬
仗，先是21日在英超赛场客场对阵阿斯
顿维拉，然后25日与热刺进行联赛杯决
赛，此后28日客场与巴黎圣日耳曼展开
欧冠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较量。

变更声明
呼和浩特市四方工程质量检测试验中心于 2021年 3月 29日根据呼和浩

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的通知》要求，
企业性质由“全民所有制”转为“公司制”，企业名称变更为呼和浩特市四方工
程质量检测试验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5743895474F）。

即日起，公司将启用新名称对外开展工作，原公司名称停止使用。公司更
名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业务主体和法律关系不变，
原呼和浩特市四方工程质量检测试验中心的权利和义务由转制后的呼和浩特
市四方工程质量检测试验有限公司依法享有和承担,原签订合同继续有效，原
有的业务关系和服务承诺保持不变。

特此声明
呼和浩特市四方工程质量检测试验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9日

举重亚锦赛中国队包揽女子49公斤级冠亚军

4月16日至19日，2021全国青少年U14冰球邀请赛在呼和浩特体育中心综合
体育馆举行。据了解，本次邀请赛由市体育局主办，呼和浩特体育中心、呼市冰球协
会承办，呼和浩特市冬季运动中心、呼和浩特市体育运动学校协办。比赛共有来自
北京、天津、大连、沈阳、包头等城市冰球队的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摄

新华社柏林4月17日电（魏颀）德
甲拜仁队主帅弗利克在 17日球队 3∶2
战胜沃尔夫斯堡后对媒体表示，自己
希望在本赛季结束后离开拜仁。

弗利克透露，他在13日欧冠四分之
一决赛拜仁被巴黎圣日耳曼淘汰后将这

一决定告诉了俱乐部，在17日德甲比赛
结束后告诉了球员。弗利克进一步表
示：“球员们从我这里知道这一决定，这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关于做出这一决定
的原因，弗利克只是说：“这是我在俱乐
部内部和管理层讨论的事情。”

弗利克同时强调：“我只是表达了
自己的愿望。我知道，我还有合同在
身。”2019年 11月初，时任助理教练的
弗利克从科瓦奇手中接过主帅帅印，
并在次年 4 月份将工作合同延长至
2023年6月底。

此前，德国队主帅勒夫已经宣布
将在今年夏天欧锦赛后离任，弗利克
被外界认为是最有可能接任的人选。
对此，弗利克说：“未来并不明朗，还没
有就此交谈过。当然，这是每个教练
都会考虑的一个选择。”

切尔西一球力克曼城晋级足总杯决赛

新华社安曼4月17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中东地区记者报道：中东地区多国17日新
冠疫情依然严峻，同时仍在推进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其中利比亚当天启动疫苗接种。

利比亚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主任达德尔·
安纳贾尔17日宣布，该国当天启动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他表示，接种疫苗的重点人群为
医务人员、老人以及慢性病患者等。截至目
前，已有近50万人在网上申请接种。利比亚
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利比亚累
计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171131 例 ，累 计 治 愈

156344例，累计死亡2882例。
伊朗卫生部 17日报告伊境内新增确诊

病例21312例，累计确诊2215445例；新增死
亡 319 例，累计死亡 66327 例；新增治愈
11191例，累计治愈 1772688例。伊朗卫生
部官员表示，当前伊许多城市疫情已经超出
红色风险等级标准，达到前所未有的峰值。
卫生部门预计疫情将更加严峻，各地医疗机
构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土耳其卫生部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
国新增确诊病例62606例，累计确诊4212645

例；新增死亡288例，累计死亡35608例。此
外，土耳其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超1995万剂。

巴勒斯坦卫生部长马伊·凯拉 17日表
示，近期变异新冠病毒仍在加沙地带肆虐，
新增病例数居高不下。巴卫生部当天报告
全 国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1618 例 ，累 计 确 诊
308579 例；新增死亡 28 例，累计死亡 3251
例；新增治愈 1773例，累计治愈 273679例。
迄今，巴勒斯坦累计有159700人接种了第一
剂新冠疫苗，有23113人接种了第二剂疫苗。

黎巴嫩卫生部17日公布，全国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1695例，累计确诊508503例，累计
死亡6886例，累计治愈423848例。此外，黎
巴嫩累计有 237204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
苗，有126654人接种了第二剂疫苗。

摩洛哥卫生部17日更新数据显示，该国
当天新增确诊病例 600例，累计确诊 505447
例，累计死亡8944例，累计治愈491537例。

（执笔记者 冀泽 参与记者 潘晓菁 高文
成 郑思远 王峰 熊思浩 刘宗亚 尚昊 黄灵
马意翀 杨元勇 张淼 陈斌杰 王薇 苏小坡 涂
一帆 胡冠 吴丹妮 汪健 王尚）

英国“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去世前在
牛津郡的冬溪屋居住了数十年，其间创作不少知名作
品，其中就包括《尼罗河谋杀案》。冬溪屋现任主人眼
下开价 275万英镑（约合 2480万元人民币）出售这处
房产。

冬溪屋是克里斯蒂中年和晚年的主要写作居所
之一。她1934年买下冬溪屋，在那里居住了40多年，
直至1976年1月12日去世。

据英国《都市日报》17日报道，冬溪屋属于英国二
级保护建筑，主建筑为三层砖结构，包括五间卧室、餐
厅、书房和画室。它面朝泰晤士河，附带一处有一间
卧室的单幢住宅，还有占地约2公顷的大花园。

负责冬溪屋出售的房地产经纪公司介绍说，律师
格雷戈尔·克莱因克内希特及家人20多年前买下冬溪
屋，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克里斯蒂故居。如今，尽管克
里斯蒂去世多年，冬溪屋内仍保留不少当年摆设。克
莱因克内希特一家打算换到面积小一点的房子，因此
决定出售冬溪屋。

房产经纪斯蒂芬·克里斯蒂-米勒说，“这是一个
美丽的地方”“它给人的感觉是乡间别墅……但我想，
像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样的人住过那里，这件事让房
子有了历史感”。 （新华社电 乔颖）

英国“侦探小说女王”故居待售

韩国国土交通部18日说，运营“哪都不去”国际航
班的机场将增加 3个，以帮助受新冠疫情重挫的机场
和免税店经营者。

据韩联社报道，国土交通部定于5月起允许金浦、
大邱和金海机场运营这一低空观光游项目。为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每个机场每天执飞大约3个班次航班，以
确保航班起降时间间隔。所有乘客须在机场和机舱内
戴口罩并接受3次以上测温，在机舱内不得随意更换座
位，禁止饮食，有疑似感染症状者将被限制登机。

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去年12月12日率先运营这一
特殊观光游项目。国土交通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韩国共 7家航空运营商的 75个航班执飞这类航
班，吸引大约8000名旅客。

“哪都不去”国际航班又称国际低空游航班，指航
班起飞出境飞行一段时间后返回原机场。乘客出境
时将接受防疫检查，入境时可免于新冠病毒检测和隔
离，同时可享受免税购物等国际旅客待遇。

（新华社电 王鑫方）

新华社新德里4月17日电（记者
胡晓明）印度首都新德里首席部长凯
杰里瓦尔17日说，由于新冠疫情不断
恶化，首都地区病床、医用氧气和药
品等医疗资源告急。

凯杰里瓦尔当天在记者会上说，
目前新冠疫情形势“非常严重和令人
担忧”，有供氧设施的床位已近饱和，
政府正在进行大规模升级改造，计划
在接下来几天内增加 6000张新冠重
症病床。

凯杰里瓦尔表示，他已经要求印
度政府为首都地区增加医用氧气和
药品等医疗资源供应。

据印度卫生部17日公布的数据，
该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34692例，创疫情以来新高，累计确
诊 14526609 例；新增死亡病例 1341
例，累计死亡175649例。首都新德里
是印度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7日
新增确诊病例 19486例，新增死亡病
例141例。

法国总理办公室17日宣布，为防
止变异新冠病毒传播，法国将对来自
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南非的入境者
实施为期10天的隔离。

总理办公室说，隔离措施将在
未来几天逐步推行，直至 24 日全面
实施。来自上述国家的旅客须提
供出发前 36 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并在入境法国后隔
离 10 天。法国政府将部署警力确
保隔离措施得到遵守，违者将面临
罚款。

路透社报道，这一措施同样适用

于法属圭亚那旅客。
为防止最初在巴西发现的变异

新冠病毒在法国蔓延，法国自14日起
暂停所有往返法国和巴西的航班至
23日。

24日起，只有居住在法国或持有
法国或欧盟护照的人才能从上述四
个国家飞往法国。

法国正经历新一波疫情并加强
防疫措施，包括实行宵禁、关闭非必
要商店、限制国内旅行。法国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超过526万例。

（新华社电 刘曦）

新华社东京4月 18日电（记者
华义）日本栃木县17日晚报告出现猪
瘟疫情，共约 3.7 万头猪将被扑杀。
这是日本 2018年发生猪瘟疫情以来
扑杀猪数量最多的一次。

据栃木县政府和日本农林水产
省17日发布的消息，栃木县那须盐原
市的两个养猪场出现猪瘟疫情，两个
养猪场共饲养 2.8万头猪，没有发生
疫情的另一个相关养猪场约 9000头
猪也将同时被扑杀。

2018年9月，日本时隔26年再次
发生猪瘟疫情，随后疫情扩散至全国
多地。到 2020年 9月，由于未能在两
年内扑灭猪瘟疫情，日本失去了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认定的猪瘟“净化国”
地位，这意味着日本产猪肉出口会受
到影响。

猪瘟是一种急性、接触性猪传染
病，以病畜高热、内脏器官严重出血
和高死亡率为特征，但对人类没有直
接危害。

防变异病毒传播 法国出台入境隔离措施

印度首都用于新冠防治的医疗资源告急

4月18日，在新西兰南岛克赖斯特彻奇的小河镇举行的南瓜节上，孩子们和参选“最大南
瓜”的大南瓜玩耍。

当日，一年一度的南瓜节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郊外小河镇举行。在南瓜节上，人们评选
最大南瓜，最美南瓜，最艺术南瓜等，节日活动全部围绕南瓜主题举行，现场美食多为新鲜的南
瓜汤和南瓜饼，特别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