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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协议和委托,三亚捷行智慧

停车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对以下两个停车

场（地）进行登报招商,情况如下:

1、三亚市动车站前广场停车场部分

房屋。出租用途为商业用途。

2、三亚市政府二办立体停车楼露天

楼顶。出租用途为商业用途。

对以上两处场地有意租用者,可联系

公 司 相 关 负 责 人 韦 经 理 ，联 系 电 话 ：

13518092913。

2021年 9月3日

招商公告

加拿大在人权方面常常自诩为
“模范生”，但其不断被曝光的人权黑
历史，以及至今仍广泛存在的针对
原住民等少数族裔的系统性种族主
义问题，让国际社会日益看清了其
在人权领域丑陋和虚伪的真面目。

“沾满鲜血”的历史

2020年 6月，一名原住民酋长
遭暴力逮捕的视频震惊加拿大，引
发人们对该国警察队伍存在的系
统性种族歧视问题的关注。视频
显示，在艾伯塔省的麦克默里堡，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一名警官多次
殴打原住民酋长艾伦·亚当。亚当
的律师赖恩·贝雷什说，警方对原
住民的暴力行为“始终存在”。

在加拿大，针对原住民和黑人
等群体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由来已
久。近来，随着多所原住民寄宿学
校旧址附近接连发现大量无标记
坟墓，血淋淋的事实一次次震惊加
拿大和国际社会。

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15

年公布的报告指出，自19世纪40年
代到20世纪90年代，加政府建立了
至少139所寄宿学校，至少15万名
原住民儿童被强制送入这些学
校。许多人遭到残酷虐待，至少
3200人被虐致死。

加拿大艾伯塔大学助理教授克
丽丝特尔·弗雷泽说，原住民寄宿学
校常常被比作监狱，在那里，虐待现
象非常猖獗。“原住民家庭往往不会
接到任何死亡通知，他们的孩子没
有回家但家长却得不到任何答案。”

多数寄宿学校禁止或严惩原
住民儿童讲母语或有任何原住民
信仰崇拜。他们只能使用被强加
的英、法语名字或编号。学校还限
制原住民儿童与原生家庭接触。
从寄宿学校毕业的原住民学生往
往无法融入社会，也无法回归部落
文化。寄宿学校制度对原住民的
语言、文化和精神遗产传承造成了
毁灭性、持久性的负面影响。加统
计局 2016 年报告显示，在加拿大
约有 40种原住民语言的使用人数
不足500人，原住民语言已然进入

“文化灭绝”末期。
此外，加政府长期在司法层面

对原住民进行系统性种族歧视。
2019年 6月公布的长达 1200多页
的《加拿大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女
性全国调查报告》称，1980 年至
2015 年，有数千名原住民妇女和
女童失踪或被谋杀。但加政府对
此类案件的处理一直消极怠慢。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
发言人玛尔塔·乌尔塔多指出，加
拿大政府教育和医疗系统在历史
上对原住民儿童进行虐待，这些行
为至今仍对原住民的生活造成巨
大负面影响。对于这段黑暗历史，
加拿大一直缺少真相披露、详尽说
明和补救措施。

正如加拿大新民主党前议员
穆米拉克·卡卡克所说，加拿大是
一个建立在对原住民压迫之上的
国家，其历史“沾满鲜血”。

“不忍直视”的现实

尽管有着长期残酷迫害原住

民的黑暗历史，加拿大政府却一直
自诩为“人权模范生”，非但不对自
身存在的问题反躬自省，还对其
他国家指手画脚。加拿大侵犯人
权的行径不仅历史上就有，而且
还广泛存在于现实中；被侵犯的
对象不仅有原住民，还有亚裔和
非洲裔等少数族裔。

今年 3 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里士满市一家咖啡店发生种族歧
视事件，该店一名华裔经理被一
对白人夫妻泼洒热咖啡，还遭到
种族主义言语辱骂。

统计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暴发
后，温哥华、多伦多等地针对亚裔
的种族仇恨事件急剧增加。加拿
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公
布的民调结果显示，2020 年，约
58%的亚裔加拿大人遭遇过至少一
次歧视，28%的人表示“一直”或

“经常”遭到歧视。加拿大警方报
告显示，2020年3月至今年2月，该
国发生了超过 1000起针对亚裔的
谩骂和暴力袭击事件。非洲裔同
样是种族主义的牺牲品。近年来，

加拿大有多名黑人遭警察暴力执
法致死。

安格斯·里德研究所近期公布
的调查数据显示，34%的加拿大受
访者认为，加拿大是一个种族主义
国家，而持此看法的人在少数族群
和女性受访者中占比更高，分别为
42%和 54%。加拿大前卫生部长
乌贾尔·多桑杰表示，“我们这个国
家有着糟糕的历史”，从原住民到
华裔、印度裔、日本裔都遭遇过系
统性歧视。

颇为讽刺的是，这样一个充斥
着种种人权问题的国家，却经常对
别国人权状况横加指责，堪称西方
人权和价值观外交的“急先锋”。

英国政治和国际关系分析人
士汤姆·福迪撰文指出，加拿大依
旧 自 我 感 觉 在 道 德 上“ 高 人 一
等”。这个国家基本上没有为自己
的罪行道歉，也对此漠不关心，反
而把关注点放在别国。这无疑暴
露了其对待人权问题的双重标准。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国际观察·

加拿大人权斑斑劣迹之黑纪录
新华社记者 于荣

9 月 5 日，巴基斯坦士兵和阿富汗塔利班人员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口岸多尔哈姆警戒。
阿富汗近期的局势导致更多难民进入周边国家。 新华社发（赛义德·艾哈迈德 摄）

阿富汗塔利班6日说，已经夺取全国34省中的最后一个
潘杰希尔省。塔利班大约一周前开始向这一地区发起进攻，
与退守潘杰希尔的反塔利班武装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交战。

潘杰希尔地区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目击者告诉美联社
记者，数以千计塔利班人员5日晚至6日凌晨占领潘杰希尔
的8个地区。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6日发布声
明，说潘杰希尔已在塔利班控制之下。

潘杰希尔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东北方向大约 120 公
里处。塔利班 8月 15 日控制喀布尔后，潘杰希尔成为反塔
利班武装最后据点，全国抵抗阵线在那里组建。

塔利班发言人比拉勒·卡里米5日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说，除首府巴扎拉克，塔利班已经控制潘杰希尔省其他地
区。

全国抵抗阵线领导人之一艾哈迈德·马苏德5日曾表示
愿意停火与塔利班谈判。这一组织发言人法希姆·达什提当
天在交战中死亡。

塔利班1996年至2001年掌权期间一直未能控制潘杰希
尔。路透社报道，除地形易守难攻，潘杰希尔当时控制多条
通往北部边境的供给线，而这些供给线已遭塔利班掐断。

按潘杰希尔省前议员扎勒·穆罕默德·扎勒迈·努里的说
法，塔利班切断了进入潘杰希尔的人道主义通道，“他们不
允许食物和任何东西进入潘杰希尔”。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阿比让9月 5日电（记者 郑扬子）
科纳克里消息：几内亚叛乱军人5日宣称扣押
总统孔戴并解散政府。联合国、非洲联盟（非
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等国际组
织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任何通过武力接管政府
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孔戴。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5日上午枪声大作。
科纳克里居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枪
声出现在总统府、国防部所在的卡卢姆区，持
续约20分钟。

几内亚国防部 5日下午发表声明说，几特
种部队成员在总统府附近发动袭击，造成民众
恐慌。总统卫队和政府军已击退武装分子，正
在开展搜捕行动。

然而，几特种部队中校马马迪·敦布亚随后
在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已掌握国家政
权并扣押孔戴，几内亚政府被解散，陆地边界将
关闭一周。此外，敦布亚宣布成立“国家联合发

展委员会”，“以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孔戴在一

个房间内被军人围住。目前，视频拍摄时间和地
点不明，其真实性尚无法确认。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在社交媒体上
说，他本人正密切关注几内亚局势。他强烈谴
责任何通过武力接管政府的行为，呼吁立即释
放孔戴。

非盟轮值主席国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
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同日发表共同声明，谴
责任何以武力夺取政权的行为，呼吁立即释放
孔戴。声明同时呼吁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紧急开会研究几内亚形势，并采取适当措施。

西共体 5日晚发表声明，谴责几内亚发生
的“政变图谋”，表示将采取制裁措施以期“恢
复几内亚宪法秩序”。此外，西共体要求几内
亚叛乱军人保障孔戴人身安全，并无条件释放
孔戴和其他在押人员。

日本《读卖新闻》6日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自由民主党下任党首潜在候选人中，分管新
冠疫苗接种事务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人
气最高。

根据《读卖新闻》当天发布的民调数据，23%的
调查对象认为河野最适合接任自民党党首；其次是
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所获支持率为 21%；前外
务大臣岸田文雄支持率为12%，前总务大臣高市早
苗支持率仅为3%。

另据《读卖新闻》5日开展的民调，河野所获支
持率为31.9%，同样排在第一位。

河野现年 58岁，曾任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是
前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长子。他毕业于美国乔
治敦大学，英语流利。河野在年轻群体中人气较
高，他同时开设日语版和英语版社交媒体账号，以
投稿幽默著称，日语版账号拥有超过230万粉丝。

按共同社说法，作为首相长期热门人选之一，
河野并不掩饰想当首相的欲望，但自民党大佬们担
心他心直口快、标新立异的性格可能不适合这一职
务。去年 9月自民党党首补选时，河野原本有意参
选，但被副首相麻生太郎阻止。不过，按日本媒体
近期报道，麻生打算同意河野这次参选，首相菅义
伟也打算支持河野。

另一方面，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动向同样引人关
注。作为日本连续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辞职
后继续在党内保持影响力。日本媒体报道，安倍打
算支持高市早苗。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疫苗大臣
领跑自民党党首选举民调

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莱克兰市5日凌晨发生枪
击事件，导致 4 人死亡、1 人受伤，枪手已被逮捕。
当地警方说，嫌疑人曾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伊拉
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担任过狙击手，疑似患有创伤后
应激障碍。

莱克兰市所属波克县警方通报，一名居民 4日
晚报警称，有人驾车至其住所外，并在那里胡言乱
语，警方到场后没有发现嫌疑人及车辆。

5 日凌晨，警方在距报警地点约 3 公里处的居
民区听到枪声并与嫌疑人遭遇。双方交火，嫌疑人
身中一枪后投降并遭逮捕。

警方随后在事发居民区的两栋房屋内发现一男
两女以及一名婴儿的遗体。另外，一名11岁女孩身
中7枪，已被送往医院。嫌疑人还枪杀了一只家犬。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佛州枪击事件致4死1伤
凶手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

阿富汗塔利班称
拿下“最后一省”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口岸

几内亚叛军称扣押总统孔戴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予以谴责

9 月 6 日，人们在孟加拉国博格拉受洪灾影响
的区域划船出行（航拍照片）。

受季风雨季影响，孟加拉国博格拉地区遭遇
洪涝灾害。 新华社发（萨利姆摄）

孟加拉遭遇洪涝灾害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记者 潘
洁 王宾）几内亚叛乱军人5日宣称扣
押总统孔戴并解散政府，非洲联盟
（非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当天
发表声明，谴责任何以武力夺取政权
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孔戴。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日表示，
中方密切关注几内亚形势发展，注意

到非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有关
表态。中方反对政变夺权，呼吁立即
释放孔戴总统。

“我们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从几内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
发，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相关问题，维
护几国内和平与稳定。”汪文斌在当
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外交部谈几内亚局势：

反对政变夺权
呼吁立即释放孔戴总统

几内亚现任总统阿尔法·孔戴（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6日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
夫6日在向俄“伯力审判：历史教训和当代挑战”国
际科学实践论坛与会者发表视频讲话时强调，要牢
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暴行。

据“俄罗斯 24”新闻频道报道，拉夫罗夫说，日
军731部队和其他部队对战俘进行惨无人道实验的
罪行，在 1946 年至 1948 年的东京审判材料中没有
得到充分体现。伯力审判成为东京审判的最重要
补充，因为它首次见证了使用生物武器的恐怖，并
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可怕内幕公之于世。

拉夫罗夫指出，伯力法庭的判决客观评估了他
们犯下的罪行。重要的是，要让当代人和后代人牢
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二战期间犯下的血腥暴行，

“我们没有道德权利忘记这一点”。
另据俄新社报道，俄总统普京 6日在致论坛的

贺词中表示，“伯力审判：历史教训和当代挑战”国
际科学实践论坛从保存历史记忆和防止反人类罪
角度来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普京强调，对当年事件的讨论是基于事实和档
案材料，这对于保存历史记忆非常重要，是为了反
击歪曲二战事件的企图并防止其重演。

俄外长强调应牢记
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暴行

几内亚“变天”

9 月 5 日，
西 非 国 家 几
内 亚 首 都 科
纳 克 里 发 生
武 装 政 变 。
据现场报道，
当天上午，市
区 内 传 出 密
集枪声，枪声
出 现 在 总 统
府、国防部所
在 的 卡 卢 姆
区，持续约 20
分钟。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总统府附
近 5 日爆发激烈枪战。几内亚国防
部说，政府军击退了叛乱军人。叛
乱军人则声称扣押了总统阿尔法·
孔戴。

科纳克里一名居民告诉新华社
记者，当天上午8时，几内亚总统府、
国防部所在的卡卢姆区传出密集枪
声。卡卢姆区有一座军营。

几内亚国防部晚些时候发布声
明说，总统卫队和其他部队已“压制
威胁，击退一群袭击者”。声明呼吁
民众保持冷静。

声明说，叛乱者是几内亚特种

部队军人，他们在总统府周围发动
袭击；安全部队继续开展行动，以

“恢复秩序和安定”。
叛乱军人似乎控制了国家电视

台，其指挥官马马迪·敦布亚在国家
电视台出镜，声称解散政府并关闭
边界一周。这名军官没有提到孔
戴。据美联社报道，敦布亚是一名
特种部队指挥官。

驻几内亚的一名西方国家外交
官告诉法新社，政府解除一名特种
部队高级指挥官的职务，引发叛
乱。目击者说，交火持续数小时。

（新华社微特稿）

政府和叛军各执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