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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通知
因线路施工需要，拟对下列线路进行停电，请停电范围内各用户做好准备。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
可能恢复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
攀登变压器台架及杆塔，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法规所禁
止的行为，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我市低压客户抄表例日为每月8日-14日，电费缴交时间
自每月9日开始（低压居民客户15天内，其他低压客户5天内交清），高压客户交费时间为抄表后
的第二天开始，5天内交清。如有疑问，欢迎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5598”进行业务咨询。

备注：故障停电及事故抢修不属于计划停电，因天气等原因计划有可能延迟或取消。
特此通知！

国家电网福建省石狮电力公司
2013年7月2日

声

明

兹有“石狮市杨氏纺织贸易有限公

司”于2013年6月28日变更为“石狮市

诺亚金尊纺织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现将刻有“石狮市杨氏纺织贸易有限公

司”的公章作废。特此声明

石狮市诺亚金尊纺织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7月3日

遗
失
声
明

兹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石狮鸿宝营业所不慎遗失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8月4日核发的《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原

件，机构编码：35058157098348300，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石狮鸿宝营业所
2013年7月3日

名称

石狮市个体
劳动者协会

登记证号

狮民社字4005号

变更事项

法定代表人

变更前

李俊概

变更后

王重荣

变更登记日期

2013年6月28日

石狮市民政局社团变更登记公告

址于石狮市子芳路西侧金丘国贸大厦

3号楼502,2007年颁发给产权人卢章达《房

屋所有权证》：狮建房权证湖滨字第01918

号。因保管不慎，上述《房屋所有权证》遗

失。现产权人卢章达持相关证件，声明原件

作废无效。若有异议，请于见报即日起三个

月内向石狮市房产登记交易中心提出。

声明人：卢章达 2013年7月3日

产权声明

新华社开罗7月2日电 埃及最

高上诉法院2日作出裁决，要求去

年11月被总统穆尔西解除职务的

前总检察长阿卜杜勒�马哈茂德重
新担任总检察长一职。

据埃及官方通讯社中东社报

道，最高上诉法院的裁决不可上诉，

这意味着马哈茂德将取代穆尔西任

命的现总检察长塔拉特�阿卜杜拉
再次出任这一职务。

马哈茂德由前总统穆巴拉克在

任时任命。穆尔西自上台后一直谋

求将其撤换，但根据埃及现行法律，

总统无权解除总检察长的职务。去

年11月22日，穆尔西颁布新宪法声

明后发布总统令，免去马哈茂德的

总检察长职务，并任命阿卜杜拉为

新任总检察长。自6月30日起爆发

的大规模游行便是穆尔西支持者与

反对者之间矛盾的延续。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7月2
日电 俄罗斯一架载有28人的米－

8直升机2日在远东地区的萨哈（雅

库特）共和国失事，机上23人死亡。

俄塔社援引俄国家间航空委员

会的消息说，这架隶属俄极地航空

公司的米－8直升机当天在萨哈共

和国乌斯季－扬斯克区失事，飞机

烧毁，造成机上23人死亡，其余5人

幸免于难。据悉，失事直升机共搭

载有3名机组成员与25名乘客，其

中包括11名儿童。

这架米－8直升机当天与地面

失去联系后，俄有关部门派出两架

直升机前往搜寻。目前，俄紧急情

况部尚未就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

亡情况发布消息。受天气影响，救

援人员暂时无法抵达事发地点。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2日电 俄罗

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日对媒体

表示，原本有意留在俄罗斯的美国“棱

镜门”事件揭秘者斯诺登在得知俄总

统普京提出的条件后已经放弃留俄打

算。

佩斯科夫说：“斯诺登的确表达了

留在俄罗斯的请求，但在得知普京对

此提出的条件后，他放弃了这个打

算。现在，他已经不想留在俄罗斯。”

普京1日说：“如果他（斯诺登）想

去哪里或者谁想接收他，那么请便。

如果他想留在俄罗斯，那么有一个条

件：他应当停止损害我们的美国同

伴。尽管这从我嘴里说出来可能有些

奇怪。”

根据维基揭秘网2日发布的消息，

斯诺登已向10多个国家申请政治避

难。“维基解密”网站还公布了这些国

家的具体名单，包括奥地利、玻利维

亚、巴西、中国、古巴、芬兰、法国、德

国、印度、意大利、爱尔兰、荷兰、尼加

拉瓜、挪威、波兰、俄罗斯、西班牙、瑞

士、委内瑞拉。此前，斯诺登已经向厄

瓜多尔和冰岛提交过政治庇护申请。

挪威政府2日证实，挪威驻莫斯科

大使馆1日下午收到斯诺登发来的传

真，要求申请政治避难。但挪威司法

部国务秘书隆塞说，挪威法律规定申

请者不能从境外申请挪威的政治避

难。由于斯诺登是从俄罗斯申请的政

治避难，因此该申请将被拒绝。

另据英国《卫报》报道，“棱镜门”

事件揭秘者斯诺登1日通过“维基解

密”网站发表声明，抨击美国总统奥

巴马和美国政府，并威胁向外界披露

更多机密。这是斯诺登沉默数天后

对外发表的最新声明，迅即引发外界

关注。

斯诺登在声明中猛烈批评奥巴

马，形容奥巴马的“欺骗”手段是“不公

正”的。斯诺登还对于申请政治庇护

受阻表达强烈不满。他提到，美国一

直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4条——保护政

治避难的支持者，但如今却做出与其

理念相悖的行为，显得可悲。

6月初开始，斯诺登通过多家媒体

披露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项目

等涉及的机密文件，指认美国政府多

年来在国内外持续监视互联网活动和

通信运营商用户信息。“棱镜门”在国

际社会引发高度关注。6月23日，斯诺

登乘飞机由香港抵达莫斯科，此后一

直滞留在谢列梅捷沃机场中转区。

新华社莫斯科7月2日电 俄罗斯

联邦航天署2日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声

明说，当天早晨发生的“质子－M”火箭

坠落爆炸事故是发动机故障所导致。

俄航天署在声明中说：“在火箭升

空17秒后，其发动机意外关闭，导致火

箭坠落在距发射台约2.5公里的发射场

境内。”

俄航天署还说，火箭发射台没有遭

到破坏，发射场工作人员没有受伤。据

初步估计，火箭坠落地点也没有人员伤

亡和设施损坏。俄罗斯媒体援引哈萨

克斯坦航天部门的话说，火箭携带的庚

基燃料在空中几乎燃烧殆尽，从目前的

风向来看，燃烧形成的毒云应该不会飘

至附近居民点。

“质子－M”火箭在莫斯科时间2日

6时38分（北京时间10时38分）从哈萨

克斯坦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随后在垂

直上升阶段偏离轨道并坠落爆炸。火

箭携带的3颗“格洛纳斯－M”导航卫星

也随之销毁。

与往常使用的“微风－M”加速器

（助推火箭）不同，“质子－M”火箭这次

使用的是DM－03加速器。这是“质

子”火箭在2010年12月发生事故后首

次配备这一装置。当时的事故原因是

DM－03因设计错误导致多加注了1.5

吨氧化剂。这导致火箭在飞出大气层

前爆炸，残体坠落在夏威夷附近的太平

洋水域。

此次发射失败是俄航天部门今年

遭遇的第二起事故。2月1日，海上发

射公司的“天顶－3SL”火箭在发射20

秒后因主发动机停止工作坠落太平洋。

从2005年算起，俄罗斯每年都发

生火箭发射事故，对其航天业的声誉

造成严重影响。尽管在俄政府进行一

系列行业整顿和人事调整后，2012年

的事故次数已降至1次，但从目前的情

况来看，俄航天部门依然面临着严峻

考验。

新华社巴格达7月1日电 伊拉

克警方和内政部官员1日说，伊拉

克当天发生多起暴力袭击事件，造

成至少42人死亡、48人受伤。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当地警

方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伊拉克东部

迪亚拉省米格达迪耶市当晚发生一

起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23人

死亡、28人受伤。爆炸发生时，人

们正在一座清真寺附近参加葬礼；

迪亚拉省首府巴古拜的一家咖啡馆

发生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

少7人死亡、18人受伤。

另据一名内政部官员透露，当天

上午，在巴格达以北40公里的塔米耶

镇附近的一个村庄，数名身份不明的

武装分子劫持并枪杀了8名“觉醒委

员会”民兵组织的前成员。此外，伊拉

克北部摩苏尔、西部费卢杰和拉马迪

等地也发生暴力袭击，造成4人死亡。

7月1日，在埃及开罗，民众在解放广场示威。埃及国防部长塞西1日发表讲话说，军方为支持和反对总统穆尔西的阵
营解决当前危机设置48小时期限，若期限过后危机仍未解决，军方将进行干预，实施一个军方监管下的埃及未来路线图。
另外，埃及中东社2日报道说，埃及外长阿姆鲁已提交辞呈。除阿姆鲁外，包括旅游部长扎祖、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长希勒米
在内的5名埃及部长1日前往内阁大楼提交辞呈，对反对总统穆尔西的示威游行表示支持。这5名部长表示将加入游行行
列，向穆尔西施压。 （新华社发）

斯诺登放弃留在俄罗斯的打算
斯诺登通过“维基解密”发表新声明抨击美国

日本研究人员从一只实验鼠尾巴

处提取一滴血，用它成功克隆出另一

只。这只克隆鼠不仅可以繁殖后代，寿

命也与普通鼠无异。

史上首次

这项研究由日本理化研究所生物

资源中心开展，最新研究成果刊登在美

国《生殖生物学》杂志上。

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近日报道，研究

人员从实验鼠尾巴处提取大约15至45微

升的一滴血液，分离出其中的白血球细胞

作为供核源，再利用“多利”羊的克隆技

术，成功再造另一只“一模一样”的老鼠。

这是科学史上首次用血液细胞核

体克隆实验鼠。

日本理化研究所成立于1917年，

是日本最大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旗下

有众多世界级的科研中心。

不伤动物

新华社驻日本首都东京记者蓝建

中7月1日说，这项技术的核心在于科

研人员能够从随机获得的实验鼠血液

中提取白细胞内非淋巴细胞作为克隆

供核源，准确率达到85%。

这以前，获得克隆供核源主要靠两

个渠道：一是从实验动物内脏提取体细

胞，而这必须进行手术，通常导致捐核

动物死亡；另一个是从动物皮肤采集成

纤维细胞，再培育成可供核细胞，但耗

时较长，至少需要两周时间。

蓝建中说，这项新技术既避免伤害

到被克隆的个体、减少对实验动物施加

的负担，同时可以缩短获得供核源细胞

的时间。

意义非凡

蓝建中认为，这项新技术对维持濒

危物种的存续有重要意义。他说，如果

对珍稀动物克隆，一方面不会使被克隆

个体死亡，另一方面克隆出的新动物具

备繁殖能力，寿命也与普通动物相同。

主持这项研究的科研人员小仓淳

郎说，把血液细胞用于克隆技术，目的

是希望更易取得供核源，克隆出科学上

很宝贵的实验鼠品种。

英国伦敦医学研究理事会国立医

学研究中心的巴杰教授说，这对想要繁

殖和扩大珍稀物种的人而言非常有帮

助。 （新华）

一滴血克隆出有繁殖力老鼠
新技术有望拯救珍稀及濒危物种

正在文莱出席东盟外长会议

的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1日和日本

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举行会晤，这是

自去年9月以来韩日两国外长首次

会晤。尹炳世正告岸田文雄，日本

必须立即停止对军国主义历史的

美化，否则韩日关系难以平稳发

展。

尹炳世在会谈开始时义正词

严地告诉岸田文雄，韩国外交政策

是基于原则和真相制定的，如果日

本继续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韩日

关系就无法稳定发展，“希望日本

理解韩国的外交哲学”。

相对于尹炳世的强硬发声，岸

田文雄显示出柔软身段，认为日韩

外长会晤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标

志着两国关系解冻。 （新华）

印度一家航空公司为节省油钱，今

后招收空乘人员将以身材苗条的女性

为主。这家名为GoAir的航空公司告诉

《印度时报》记者，苗条空姐的平均体重

比男子轻15至20公斤。

这家公司算了一笔账，航空飞行中

每额外增加一公斤重量，每小时就需多

花费0.05美分。新招人标准预计每年

节省50万美元。

GoAir发言人告诉CNN（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记者，公司空乘人员男女

比例现在为2比3，经过调整后这一比率

将达3比7。此外，公司将采取其他减轻

飞行重量的措施。 （新华）

斯诺登今后将何去何从新闻

追踪

连日来，美国“棱镜门”事件持续发

酵，事件主人公斯诺登一举一动都牵动

人们的视线：他近日有何动作、还会在

俄机场滞留多久、哪个国家会最终“收

留”他、这一事件会否或在何种程度上

影响双边关系，都是世人关注的焦点。

厄瓜多尔是何态度

此前，一直有媒体称厄瓜多尔可

能会接受斯诺登的政治避难申请，厄

瓜多尔近日也因此成为媒体关注焦

点。厄媒体6月30日援引厄总统科

雷亚的话说，只有斯诺登抵达厄瓜多

尔境内，厄瓜多尔才能处理斯诺登的

政治庇护申请。科雷亚6月28日与

美国副总统拜登进行了“友好的谈

话”。他说，在评估斯诺登庇护申请

的时候，厄瓜多尔会考虑美国的意

见。一些人士因此判断，斯诺登是否

到厄瓜多尔“避难”值得怀疑。

委内瑞拉会否出手

委内瑞拉多年来一直与美龃龉

不断，被称为反美旗帜，因此被认为

是“收留”斯诺登的热门国家之一。6

月25日在海地访问的委总统马杜罗

在接受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采访时

说，委政府没有收到斯诺登政治避难

的正式申请。他同时表示，委政府支

持斯诺登的所作所为。目前，马杜罗

正在俄罗斯出席世界天然气出口国

论坛峰会。有媒体称，马杜罗如与俄

罗斯领导人会谈，斯诺登的去向也可

能是会谈内容。

“棱镜门”后续有何看点

“棱镜门”事件是近年来曝出的

重大安全领域事件，拷问在大数据、

信息化大背景下安全与诚信、隐私

与公开以及国与国关系。随着“棱

镜门”事件的持续发酵，人们关注的

焦点有四：“棱镜门”事件到底会对

美造成多大损失？斯诺登会到哪个

国家避难？斯诺登最终命运如何？

收留国与美国关系会受到何种影

响？ （新华）

埃及游行示威愈演愈烈
军方限冲突双方48小时内解决危机

俄一架直升机失事23人遇难

韩国正告日本停止美化军国主义

俄“一箭三星”发射后爆炸
发动机故障是发射失败主因

埃最高法院裁决前总检察长复职

伊拉克多起暴力袭击致42人死亡

新华社喀布尔7月2日电 阿

富汗官员2日说，首都喀布尔东部

一处北约军事基地当天早晨遭到

一起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

亡。

喀布尔警方官员告诉新华社记

者，爆炸发生在当天早晨4时35分

左右。4名袭击者向喀布尔东部一

处北约军事供给基地发起攻击，袭

击者引爆炸药后与安保人员发生激

烈枪战。枪战持续约一个小时，袭

击者均在交火中死亡，另有4名安

保人员和两名平民死亡。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这

起袭击事件。这是喀布尔进入7月

以来连续第二天遭遇袭击事件。

阿富汗首都北约基地遭袭10人死亡

新华社莫斯科7月1日电 中国

和俄罗斯军方1日宣布，将于7月5

日至12日在日本海彼得大帝湾举

行“海上联合－2013”中俄海上联合

军演，7月27日至8月15日在俄罗

斯车里雅宾斯克举行“和平使命－

2013”中俄联合反恐军演。

正在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央

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与俄

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

将当天共同批准了中俄两军联合演习

文件，并宣布了举行联合军演的决定。

房峰辉在与格拉西莫夫共同会

见记者时表示，中俄两军举行联合

军演不针对第三方，目的是深化两

军在训练领域的合作，提高军事行

动协调能力，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俄将举行海上联合军演

世界最大
图书出版公司成立
新华社法兰克福7月1日电 德国贝

塔斯曼集团1日正式宣布已与英国培生

集团签署最终协议，双方将合并各自旗

下的兰登书屋与企鹅出版社，以组建世

界最大图书出版公司企鹅兰登书屋。

贝塔斯曼为全球著名媒体及出版集

团，其旗下兰登书屋在2012年实现销售

额21亿欧元（约合27.4亿美元）；培生集

团为全球最大图书出版商，其以传统口

袋书为特色的企鹅出版社2012年销售

额约为10.5亿欧元（约合13.7亿美元）。

航空公司为省油
要求空姐保持苗条

7月1日，在南
非比勒陀利亚，一
名当地市民在曼德
拉接受治疗的医院
围墙边的标语牌上
写祝福语。南非前
总统曼德拉6月8
日因肺部感染入
院，截至目前已住
院20多天。

（新华社发）

为曼德拉祈福

▲7月2日，模特在巴黎时装周上展
示法国品牌香奈儿的新品服饰。当天，
法国品牌香奈儿在巴黎举行2013/2014
秋冬高级定制新品发布会。秀场的布
置颇具穿越感，观众仿佛置身一座破旧
而废弃的大楼里，而模特从远处摩天大
楼林立的“幻境”款款走来。 （新华）

■环球点击

计划停电时间

7月15日

星期一

7月16日

星期二

7月17日

星期三

7月18日

星期四

7月19日

星期五

5：30~20：30

14：00~18：00

6:30~13:30

13:30~18:00

7：20~14：00

13：30~19：30

5：00~19：30

5：00~19：30

4：00~21：30

4：00~21：30

4：00~21：30

6：30~18：30

6:30~10:30

09:00~13:30

13:30~18:30

5：30~19：30

6：00~19：00

6：30~18：30

6：00~13：30

4：30~19：00

线路名称

10kV郭厝线#15杆前段线路

10kV宝岛线远东支路#1环网柜911开关后段线路

10kV群英线工商银行1#、2#变

10kV郭厝线龙发1#变

10kV兴闽线侨星服装配变支路

10kV兴闽线三兴良油配变、三兴良油2#变

10kV育青线宋塘支路#05前段线路

10kV育青线#34杆后段线路

10kV郭厝线#12~#27杆段线路

10kV仑祥Ⅰ回

10kV仑祥Ⅱ回

10kV仑蚶Ⅱ回洪堀纸塑配变

10kV科技Ⅱ回炎英1-#1变

10kV仑蚶Ⅰ回舒尔达配变

10kV长福Ⅰ回丁尼奴商住楼1#变

10kV名仕线名仕线#1环网柜宝盖镇政府支路912负荷开关

10kV永仑Ⅰ回前埔村#2公用变支路,10kV永仑Ⅱ回前埔村#1公用变支路

10kV莲埭线劳务塑胶配变、蔡炳辉配变、石蚶路#2路灯变

10kV长福Ⅲ回#3环网柜松茂邮电配变支路

10kV古工Ⅰ回#68杆后段线路

停电范围

祝进顺德、三龙、卡宾、金苑、仑后村部分等

远东#1公用变

工商银行1#、2#变

龙发

侨星服装

三兴良油

威斯登、华旭、德润

信佳电子、猛童

加丰、王树星、新奇特、古山村部分等

奈厝前、青莲、溪前粮食、三越、消防大队、龙诚纺织、

大皇家服饰、佳林岛等

光电信息学院、绮艺、福明、建明、锦兴、闽捷、威比邻、锦龙、厝仔部分等

洪堀纸塑

炎英

舒尔达

丁尼奴商住楼

宝盖镇政府、塘边村部分

前埔村#2公用变、前埔村#1公用变

劳务塑胶配变、蔡炳辉配变、石蚶路#2路灯变

松茂邮电

大信印染、恒兴五金、何作华、海宝海洋、豪宝染织#10变、南华环境工程、大

宝精细化工等

■环球视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