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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出租
八七路金博写
字 楼 后 面
1200m22-6层。

厂房出租
南 洋 路 3-5楼 ，
400m2/1层，有电梯，
服装设备齐全，适合
淘宝商城、写字楼。
13506051367吴

上门服务及监督电话：88795808 传真：88796808
地址：八七路1582号（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斜对面）
欢迎石狮各房产中介公司前来洽谈合作事宜

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房产超市客户可通过电话、传真等发送广告
内容，与本报工作人员确认刊登日期、次数及费用后，客户可通过网银或附近银行网点汇款
至本账号，确认到款后即可安排刊登。（客户需将公司和个人有效证件传真至本报）。
汇款账号：6212261408009018213 中国工商银行（服务热线：88795808 传真：88796808）

石狮日报�房产超市

店面出租
新法院对面大
埔开发区店面
四间出租
13805988519

套房出售
现有石狮市玉浦花苑7

套商品房1手出售：

1号楼1203/1503均126平方，

1204/1504均123.5平方。

8号楼1102/1402/1802均129

平方。现最底价3550出售。

王先生：13625992991

店面出售
子芳路第三
实小附近三
间店面出售。
15985990777

套房出售

镇中路二期凤凰城

二房99平，面向实

验小学，高层。

电话：15905088799

店面招租

濠江丽景（新华都、爱

乐酒店对面）一楼120

平方，二楼740平方。

叶先生：13505988788

租售
华山K1幢两间店
里7层；售服装城
北B店面 63平。
13799229637

综合

国有房屋出租

仓库出租

宝盖鞋城工业园区一

楼仓库588m2招租

13636971599肖先生

厂房出租

灵秀创业园标准厂

房,宿舍2000m2，

另:一楼仓库1500m2。

15905085757

标准厂房出租
灵秀创业园 B7，

5000m2。写字楼出

租，庆莲桥头，有电

梯 13788855888

写字楼出租
八七路公安局
出入境旁二楼
整层350m2。
13505980888

招租
石泉二路店面 5间
（13-17号华侨医院边）
一至七楼，每层320m2

出租13959881358
13905952361

出 租

写字楼，仓库。

鸳鸯池奋发大厦

13506032229

厂房出租
金盛路后花联运城
三、六楼各3000平方
标准厂房配宿舍；二
楼1500平方可做写字
楼。电话88504956

13599983203董
建德二期419m2精装仅售330万
濠江国际 毛坯高层 142m2 仅售
7000元/m2 兴进豪园203m2-282
多m2 毛坯 仅售 4800/m2 (套
房) 南 环 路 澳 门 商 厦
193.64m23500元/m2 百德楼王高
层200m2毛坯158万 湖光小区
70多 m2-165m2毛坯高层仅售
4500/m2 镇中路安置房多套急
售 4500元/m2长福安置房多套急
售 4200元/m2 金丘阳光城3房
123.9m2-156m2 90万-120万 畔
山云海毛坯153.7m2原价加5万
宝岛佳园2房中装46万 国税宿
舍楼精装带车库200多m2100万
信义华府1房1厅45m2急售（市区
还有多处栋楼 套房 单身公寓
别墅急售 欢迎来电咨询）

13599983203董
（整幢急售） 子芳路头排 2间
850m2全市最低价 仅售460万 宝
岛路头排3间1221m2720万 八七
路头排2间 价格面议 南洋路头
排单栋230万 2间 580万 湖滨路
头排单栋150万 新天地广场3-4
间 3700元/m2 富 安 财 富 2间
666m2带角间 4200元/m2 直接改
名免过户 首付50%东村荷坑巷
3间600m2150万（地皮）锦尚工
业区 21亩 60万/亩 可分开
石祥路13亩700万 （厂房）灵秀
创业园7000m21600万 仑后大帝
边10000m2 2700元/m2 (楼中楼)
富安豪庭270m2毛坯 带车库 仅
售 125万 濠江大厦 350m2毛坯
130万

套 房
茶店出租

免转让费，高装空
调柜子全，濠江路
濠江大厦119-120
两间86m2，3500元/
月。13506005080

旺铺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10次以下，50元/每方块；

10次以上，45元/每方块；

●每方块内容限40个字以内，套红加收25%；

转让
厂房出租

石狮往龙湖镇石龟
公路边隆兴大厦厂
房二层 5000平方
米，办公宿舍配套
齐全 13859757075

厂房及空地出租
石湖工业区公路边
厂房5000m2（框架
结构），后面另有厂
7亩空地出租
15960796922

业主自售
南洋路兴进豪
园二期 160平
方高装可按揭
15059870089

狮城帝苑店面
3层楼出租
电话：
15559001811

店面厂房招租
石湖路与北环路红绿灯路口富联五金建材
市场店面招租，另有多幢厂房4000m2、
10000m2、20000m2交通方便，可直达。货
柜、水、电、电梯齐全，可设独立厂区、配套
宿舍或商务办公 电话：18959957111

石狮大北环路，
新建标准厂房
25000平方配套
齐全，可分层招
租，联系人刘先
生：13905969173

公寓出租
和冠大厦一公寓出
租，50m2，南北通
透，家具家电齐全，
拎包入住，联系电
话：18959957987

整幢急售

南洋路（元兴花园）820平方，带2

间店面6层半，两证齐全，急售价

格面议 15859545417许先生

厂 房
转让

因本人另有生意在
外无暇管理，现转让
德辉六楼盈利餐厅，
有意者价格面议
15757815999

厂房出租
洪窟新村厂房宿舍
出租，一楼280m2，
二楼380m2

18050990577
83287577

厂房宿舍可分租
石狮高速路口宝盖
鞋城工业园8000m2

一层仓库1000m2

18965798766刘先生
18965781633王先生

厂房招租
宝盖镇学府路健健威斯登边，新
装修大路边，厂房、写字楼、办
公、电商、店面一楼11间，2至5
楼2200平方，一至七楼单幢4间
1300平方 18016532256

求租厂房
要求6000平方
左右，有院子，
后花五星工业
区附近最佳
13459597788

石狮市国有房产招租公告
受委托，拟就以下标的广泛征集
承租方，现公告如下：标的1：石
狮市八七路工商局大楼一层店
面，挂牌价120000元/年；标的
2：石狮市产品质量检验综合楼
1楼 101室，挂牌价 73400元/
年。具体的交易方式、时间、地
点及竞价规则等详见本中心网
站：http://www.qzcq0595.com/ss/。
报名联系人：李女士、蔡先生；
联系电话：0595-83051236。

石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5年3月24日

厂房出租
石狮长福村木林森旁
厂房1-8楼共5000平
方米左右出租，可租
一半。（也可装修成公
寓）。13505983833

厂房出租
石狮南环路秀山
路 口 厂 房 招 租
3000平方可分租
带电梯配套齐全
13905982575
88866255许先生

厂房出租

石永路塔石段新建幢

楼出租，面积14000

左右平方，可做酒店、

办公楼、厂房

13805985167

厂房招租
龙湖新街村现有标
准厂房2300平，配
备宿舍、水电及货
梯，交通便利。
13905055696

标准厂房出租
南环路奥曼奴大厦
一楼仓库1500m2，交
通方便，6楼厂房宿
舍带电梯1550m2。
13905050668

招租
锦尚工业区
旁边厂房2-3
层3000m2。
18259585850

出租
石狮与晋江交界
处厂房三层合计
6100平方，宿舍
4500平方出租，场
地宽阔，可分租。
18065556677

厂房招租
位于锦尚污控区
300m2可排污，水
电蒸汽齐全，适
合小型漂染。
13600790499

优房出售招租

单身公寓，精装复式；

世纪豪园二房一厅；

金苑小区三房两厅。

18965796262

仓库出租

服装城附近

13328898999

店面写字楼出租
福辉路福辉菜市场对面（辉凤大
厦）一楼店面 4间转租，5楼
1200m2办公写字楼出租（可分
租）。联系人：李
电话：1380598338813850787888

招 租
石狮美食街兴狮巷
8-24号，一楼店面
8间，2-5层约2500
平方出租。
18350589333

出租
石狮港塘希尼亚大
厦后一楼1000平米
（若需可扩建至3000
平米），交通方便
13805918900

仓库招租
狮城大道边石狮八中
大门正对面一楼
350m2仓库出租。
电话：13505028888
王先生

店面及写字楼出租
步 行 街 写 字 楼
300m2，南洋路中段
店面两间及两套套
房 。 13906991377
88885140

写字楼出租

北环路金丘阳光城

对面，2-6层，每层

160m2，带电梯

15959996999柯先生

标准厂房出租
蚶江洪窟红绿灯
旁一层 1000m2，
配有宿舍
15559083833

出租
曾坑霞路厂房二楼、
七楼出租，每层500
平方。（二楼可做宿
舍、七楼可做办公写
字楼）15985990777

石狮金星路美食街
8-12号，店面一楼
三间2至7楼出租，
配有电梯。
联系人：王先生
手机：13905082197

厂房出租
石狮石湖港工业区、五金基地
各20000m2厂房出租，配套齐
全，交通方便。13599937222
1350608090413505086036陈

厂房出租
子芳路第二排
1500m2可分租
13905062367

招租
石狮服装城
风味小吃街
15860933188

旺铺及套房出售
金汇二期店面8间

出售，楼上二层套

房可装修成楼中

楼13808502159

标准厂房出租
石狮市宝盖科技园金质大厦伊妮
斯服饰。厂房约6000平方米，宿
舍约3500平方米。电梯及水电
齐全，交通便利。13799223688

出租
镇中北路温洲酒店斜
对 面 店 面 二 间
100m2；九二路童装城
写字楼88m2出租。
18050996098

厂房招租
石狮坑东工业区厂房
一 层 3200m2，宿 舍
1300m2，仓库1100m2，
交通方便，配套齐全。
13799227066

仓库招租
现有位于石狮南环路秀山路口标
准仓库出租，面积约1600m2，配备
齐全，交通便利，有意者电话联系：
13799485678庄先生

套房出租
石狮子芳路芳星
豪园套房，写字
楼195平方
15985961188

出 租
龙湖苏坑有800平
米及1000平方出
租，交通便利，独
门独院，24小时有
保安。
18859712636谢

招 租
幢楼2至6层
950m2长宁路
庵前段
13799887999
13905061155

环球点击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23日

病逝。作为新加坡开国之父，他

为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

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

年。在这50年里，李光耀长期执

政新加坡。在他执政期间，新加

坡创造了在一代人时间里变身

发达国家的奇迹，从1960年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仅400多美元，

到1991年超过1.4万美元，再到

2013年的5.5万美元，不断跨越

发展，全球竞争力名列前茅。

这些只是可量化的指标。

在一代人时间里，新加坡从贫穷

走向富裕，从脆弱走向稳定，从

腐败走向廉洁，从人情关系社会

走向全面法治社会，从缺乏归属

感的移民聚散地变成族群和谐

共处、身份认同感强烈的国家，

从“地图上的一个点”发展成有

重要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国

家。

新加坡创造了令世人瞩目

的发展奇迹。这一奇迹所产生

的影响和意义在于，新加坡所走

的道路不是一条西化之路，而是

一条坚持自力更生、博采东西方

之长的新加坡现代化之路。

诚然，这一奇迹绝非一人之

功，本身亦非十全十美。但作为

新加坡奇迹的“总设计师”，李光

耀功不可没。正如法国前总统

希拉克所说，是他带领新加坡走

上了“进步的捷径”。而且，这条

“进步的捷径”稳定且可持续。

李光耀是一名政治家、战略

家，更是行动派、实干派。他拥

有前瞻性和开放性的国际视野，

对国家在现代世界如何生存始

终保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西方

经验并不照单全收，而是精挑细

选；面对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抹

黑，也从不怯于拿起法律武器来

回应。

不仅如此，李光耀从不把目

光停留在眼前。半个世纪以来，

新加坡政府始终紧盯亚洲和世

界的最新发展趋势，感触潜在危

机，审时度势及时应变。李光耀

相信全球化，相信自力更生，相

信变革图存，相信每个国家都需

要也能够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现

代化道路……这些，都是他留给

新加坡的宝贵精神财富。

（据新华）

李光耀给新加坡留下了什么

据新加坡总理公署23日发布

的最新公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

耀当天凌晨3时18分在新加坡中

央医院病逝，享年91岁。

新加坡总理府网站已经发布

消息，称所有政府建筑将降半旗

纪念李光耀，并将23日至29日设

为全国哀悼日。

总理府网站的声明称，自23

日到29日，新加坡所有政府建筑

将降半旗，表达对李光耀的敬

意。李光耀的灵柩将于25日至

28日停放在新加坡国会大厦，供

公众瞻仰。

新加坡将于当地时间29日下

午2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大学

文化中心，为李光耀举行国葬。

李光耀的家人、朋友，新加坡总

统，国会成员以及各界新加坡人

等将参加此仪式。国葬后，将举

行私人的火葬仪式。

李光耀因感染严重肺炎于2

月5日进入新加坡中央医院住院

治疗。新加坡总理公署近日连续

发布消息说，李光耀在重症监护

病房接受治疗，病情不断恶化。

22日发布的公告说，李光耀的身

体状况更衰弱。

李光耀出生于1923年9月，

1959年至1990年担任新加坡总

理，此后留任国务资政和内阁资

政至2011年5月。

李光耀祖籍广东省大埔县党

溪乡，1950年结婚。夫人是他在

剑桥大学的同学，是一位颇有名

望的律师，2010年去世。他们有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李显龙

现任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

多次到访中国。 （据新华）

新华社圣地亚哥3月23日电 智利北部地区23日

凌晨发生6.3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报告。

智利大学地震服务局发布消息说，地震发生在当

地时间1时51分（北京时间23日12时51分），震中位

于阿里卡和帕里纳科塔首府普特雷市西南37公里处，

震源深度为121公里。智利北部的塔拉帕卡大区和安

托法加斯塔大区均有较强震感。

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紧急事务办公室在一份

简短声明中说，这次地震不具备在沿海地区引发海啸

的条件。

智利北部发生6.3级地震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国家冰雪数据中心最近发布

的数据显示，这个冬季北冰洋海冰最大面积是2月25

日的1450万平方公里，为1979年开始卫星观测以来

同期的最低点。

近年来，由于北冰洋气温平均升高了约2摄氏度，

北冰洋夏季海冰面积持续处于有记录以来最低水

平。尽管冰层变薄，但冬季海冰平均面积相对稳定。

不过，研究人员认为，不能急于将这一现象归咎

于全球变暖，因为存在很多自然因素。例如，地球上

空一条狭窄的强劲气流带——高空急流在这个冬季

走了一条非同寻常的路线，导致太平洋一侧的北冰洋

海域气温升高，白令海海冰减少特别明显。 （新华）

北冰洋冬季海冰面积创新低

法国巴黎凯旋门被雾霾笼罩（3月20日摄）。法

国巴黎警察局3月23日在首都巴黎及周边3个省份临

时采取车辆单双号限行等紧急措施，应对空气严重污

染现象。近一周来，受无风无雨天气影响，由道路交

通、春季农作物播种施肥及工业生产等人类活动排放

到大气中的各类污染物难以驱散，造成巴黎大区及法

国北部多处地区空气质量明显下降。 （新华）

法国巴黎限行应对雾霾

日前，曼谷一个军事基地里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拍

卖会，柏翠庄葡萄酒、唐培里侬香槟等名酒在这里拍

卖。而这些酒的昔日主人，则是去年年底落马的军警

界大老虎蓬帕�察亚攀。
2014年11月，泰国国家警察总署中央调查局局

长、中将蓬帕被捕，罪名为卖官鬻爵、受贿、经营赌场、

走私石油和冒用王室名义从事违法行为。警方搜查

中发现蓬帕的11处住宅、其与助手藏匿的大量泰铢和

美元现金、名画、金条、珠宝、佛像、地契等赃物，总估

值20亿泰铢（5泰铢约合1元人民币），一度轰动泰国

社会。 （据新华）

泰国公开拍卖“大老虎”赃物

“没有她，我会是个
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
同的生活。”李光耀曾这
样谈论自己的妻子柯玉
芝。

1940年，成绩优异的李光耀入读
新加坡著名的莱佛士学院，然而这位
学霸少年在头一个学期成绩发榜时
发现，他竟然不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
生。
“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

我，这使我非常震惊。我排名第二，
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同学的后面，分
数差了一截。”在回忆录中，他写道：
“我很不开心，争取奖学金将面临激
烈的竞争。”

李光耀第一次邀请柯玉芝外出，
是在1944年他21岁的生日晚宴。后
来，柯玉芝对他说，她当时是在等待
她的白马王子。“出现在她面前的王
子是我，但我不是骑着白马前来，而
是骑着硬胎脚踏车到来。”李光耀
说。从此，他温柔地称她为“芝”。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
束，李光耀怀揣自己与“芝”的合照只
身赴英国求学。第二年，李光耀为她
争取到录取学额，两人当年在英国秘
密结婚。1950年，两人学成回到新加
坡。在双方父母祝福下，举行第二次
仪式。

两人相守相伴大半个世纪后，
2003年，柯玉芝突然中风，左眼视力
尽失。2008年，她第二次中风，随后
卧床不起。那段日子，李光耀每晚都
坐在妻子旁边，告诉她自己当天做了
什么，并为她念她最喜欢的诗歌。

2010年柯玉芝逝世，在葬礼上，
李光耀为爱妻献上一朵玫瑰，并留下
两个深情的吻。

对携手走过63个春秋的妻子，
李光耀在悼文中写道：“我应该从她
有意义的89年生命中得到安慰。但
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是充满
悲伤的。” （新华）

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辞世
新加坡全国哀悼七天，29日举行国葬

2011年，李光耀宣布正式

退出政治生涯，但事实上他从

未停止过发表自己对各种问题

的看法，毫不忌讳向世人展现

自己极富争议的多面人生。

面孔一：

最重要的战略家

新加坡地处当今世界最重

要的航运通道之一的马六甲海

峡，具有优越的战略地位：不仅

可以令新加坡充分发展航运及

相关服务性产业，而且从长远

来看，由于扼守东亚通往世界

能源产地的咽喉，因此具有重

要的战略安全意义。

作为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

家之一，李光耀对此有着清醒

的认识，对此加以充分利用，将

这个小小的前殖民地带入了20

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以其杰出

的经济成就成为“亚洲四小龙”

之一。

面孔二：

爱管事的“大家长”

李光耀敢说话，也敢落实

自己有关社会治理的各种想

法。在他的严苛治理下，新加

坡成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国

家。但这也会招来反对声。

入院前，李光耀还在对如

何解决新加坡剩女多的问题发

表极易引起争议的言论。他坚

持认为优秀女性应多生孩子、

优秀男性应选择优秀女性。李

光耀曾想将他的这一想法转变

为国策，但新加坡国内一些人

指责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精英主

义者。这项政策最终因为国内

过大的反对声而作罢。

“我经常被指责干预新加

坡人的私生活。对，但如果我

不这样做，我们今天不会有这

样的成就。”对于别人的看法，

李光耀如此回应。

面孔三：

不屈服的“独裁者”

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政治实

践遭到西方自由主义者严厉批

评，严厉型法治也有诸多非议，

但他从不在乎这些批评。

辞去总理后，李光耀不遗

余力鼓吹“亚洲价值观”。“亚洲

价值观”以儒家文化为大旗，而

所肯定的是一套东亚式的威权

政治观：一方面接受西方的市

场化资本主义，一方面却拒绝

西方民主价值。

“你说我是独裁者，随便你

吧，但那并不真的表示我就如

你所说，我在自由选举中能轻

取对手，我还需要当独裁者

吗？”李光耀说。

面孔四：

中新建交奠基人

尽管中新建交较晚，但李

光耀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持

坚定的支持态度，与改革开放

后历届中国领导人都建立了紧

密的交集。基辛格在著作《论

中国》中记载了中新领导人交

往的一件轶事。1978年邓小平

访问新加坡，在与李光耀会见

时，小平表示中国可以借鉴新

加坡的发展经验。但李光耀

说，新加坡的华人可以做成的

任何事情，中国没有理由做不

到或不能做得更好的。此后，

两国政府达成人才交流协定，

成为中新关系的一个友好篇章。

李光耀终其一生关注中国

发展，是当之无愧的中新关系

奠基人。

面孔五：

亚洲地区“两面派”

新世纪以来，大国进入新

一轮博弈。李光耀对此形势有

清醒认识，竭力维护“小国利

益”，大力推行折冲平衡对策，

希望通过引进更多的外部势力

来平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

国发展势头。

面对中国崛起，李光耀一

面实事求是地预测这个必然

性，一面又欢迎美国的再平衡

政策，公开表示借助美国等其

他势力平衡中国符合新加坡利

益。 （据新晚）

退出政坛却从未停止发表争议性言论

李光耀的多面人生

﹃
芝
耀
﹄
情
深

—
—
李
光
耀
与
夫
人
柯
玉
芝

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新加坡民众悼念李光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