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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游 天天发团

我社办理外来工赴金门团体

旅游 欢迎咨询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假日万佳店：88992289

机票 护照 签证 酒店预订
旅游 南海进香
热线88873666 88873999
富贵路11-19号
（濠江海鲜酒楼内侧）
伟达大厦总部一楼

汽配
聘本地仓管，司机，销售员

送货员15759707777

诚聘
本公司专业生产休闲裤，

诚聘：设计，生产主管各1名

联系电话13905959221

假日国旅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

中巴司机（B1证、上岗证、

本地户籍）、旅运部1名、

保安1名（35-50岁）、

A1证大客车驾驶员

15860931990

兹有江西省上饶市余干

县汤超松不慎遗失摩托车驾

驶证，号码：

362329199104222358，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李罗虎不慎遗失道

路运输证，车牌号：

闽C612Q5，车辆营运证号码：

350581008099，特此声明作

废。

兹有付兴何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2016年2月4日开具

的收据，号码：009141，金额：

22822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王明仁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开具

的收据，号码：0000227，金额：

45839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吴鸿树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2017年1月31日开具

的收据，号码：0021535，金额：

36213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邱伟杰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2016年1月31日开具

的收据，号码：0021537，金额：

34285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邱伟铭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2016年1月31日开具

的收据，号码：0021536，金额：

36212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陈荣祠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2015年12月31日开具的

收据，号码：0009344，金额：

1942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陈荣祠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2015年12月31日开具的

收据，号码：0009201，金额：

10813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林金塔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开具

的收据，号码：003656，金额：

50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余启银不慎遗失摩

托车行驶证，车牌号：

闽CSM406，特此声明作废。

外贸
收库存服装18759585529

收购
大量收购及批发二手电脑平

车、布料、服装13859792818

二手市场

人才市场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信息量大 低投入 高效率

分类广告 服务热线：88795808（上门服务预约）
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分类广告客户可通过电话、
传真等发送广告内容，与本报工作人员确认刊登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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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广告客户应提供公司或个人有效证件
汇款账号：158300101400012273石狮日报社 兴业银行石狮支行

版块类:规格为
4.2cm�3cm每次100元
8.5cm�3cm每次200元

文字类:
标题每字4元
五次以内每字1.5元
五次以上每字1.2元
十次以上每字1元
套红另加收25%;指定位置另加收20%;所有的分类广告标
题两字起刊登,内容中的标点符号不能省略;固定电话算四
个字,手机算六个字。注:所有广告需刊前付款。

连续刊登3次送1次;刊登5
次送2次;刊登10次送5次;
刊登20次送10次。

旅游

万美童装
高薪诚聘生产厂长，负责工
厂日常生产统筹、计划、安
排、协调、管理。要求高中
以上学历，精通童装生产工
艺，五年厂长岗位经验。
吴先生：13859788555

石狮市远达五金制品公司
诚 聘

二氧保护焊工
普工、清洁工
13905059758

诚

聘

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招聘社区
经理及营业员若干名，具体事项如下：

招聘职位：
社区经理：负责中国电信石狮分

公司固定电话、宽带、光纤等电信业
务营销和日常维护工作。

营业员：负责中国电信石狮分公
司营业厅日常业务受理及营销工作。

工作地点：石狮
招聘基本条件：大专及以上学

历；男女不限；不超过35周岁；有相关
工作经验或面试优秀者学历可放宽
至中专（高中）。

报名方式：报名时请提供个人简

历、毕业证书（应届毕业生提供就业
推荐表）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近期
免冠1寸彩照3张。（邮箱方式报名的
以上材料请提供扫描件）

报名地点：石狮市东港路电信大
楼1107。

报名邮箱：18906998502@189.cn
报名联系人：小蔡，联系电话：

88716857、18906998502。
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10月31

日。
福建海峡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泉州分公司
2017年9月29日

遗失声明

出售出租
鸳鸯池东路皇冠
商厦整幢出售或
出租，共5132m2，
手续齐全
13805988066蔡

综合旺铺
出售

大北环8间1-2层店
面出售 5000元/m2。
明珠湾花园大门4间
店面。平价证齐即回
收 13905088199

服装城附近正规
厂房，宿舍独立
岀租，2000-5000
平方米。电话：
18250422822
高先生

厂房

国
有
房
屋
出
租

欢迎石狮各房产中介公司前来洽谈合作事宜石狮日报�房产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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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88795808
汇款账号：158300101400012273 石狮日报社 兴业银行石狮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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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宝盖鞋城B区西侧
空地，挂牌价：15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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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联系电话：0595-83051236。

石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7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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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需带本人或单位有效证件 办理刊登事

宜,广告需刊前付款。

新华社北京 10月 12日电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

公厅日前印发《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营开放办法》。这是新形

势下发挥军队资源优势推动全

民国防教育普及深入的重要举

措，为各部队规范有序组织军

营向社会开放提供了基本遵

循。

《办法》依据国防教育法和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

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工作

的意见》，认真贯彻落实习主席

关于加强国防教育的重要指示

精神，总结近年来一些部队组

织军营向社会开放的实践经

验，对军营向社会开放的组织

领导、审批程序和权限、开放时

机、开放内容等作了明确规范。

《办法》规定，驻大中城市市

区或者郊区的师、旅、团级单

位，以及具有独立营区的建制

营、连级单位，经批准可以组织

军营向社会开放；军营开放活

动主要面向中国公民，一般在

国庆节、建军节、国际劳动节、

全民国防教育日、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烈士纪念日和军兵种成立

纪念日等时机组织进行。《办

法》明确，军营开放的内容包

括：军史馆、荣誉室等场所，部

队可以公开的军事训练课目和

武器装备，基层部队教育、学习

生活、文化活动等设施。

《办法》的印发施行，对于依

法推进军营向社会开放工作，

充分展示人民军队强军兴军新

面貌和新一代革命军人良好形

象，进一步增进人民群众对人

民军队的热爱，在全社会营造

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重军人

的浓厚氛围，激发广大官兵投

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的政治热

情，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国内视窗

新华社西安10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第十

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上获悉，经过

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苹果生产国。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苹

果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产品品质不断提高，产

品结构不断优化，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目前，中

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苹果生产国，种植面积和

总产量均占全世界的50%左右，鲜食消费量和加

工消费量逐年增长，苹果出口位居世界前列，中国

正从苹果生产大国向苹果产业强国迈进。

中国成为
世界最大苹果生产国

中央军委批准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营开放办法》

经批准部分军营可向社会开放

社会广角

悬赏通缉10名嫌疑人
两周内全部抓捕归案

吉林省公安厅9月29日向社
会公开悬赏通缉的10名重大命案
嫌疑人已全部落网，历时不到两周。

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黎海滨
表示，省公安厅刑侦局会同基层
刑侦部门，分别派出10个工作
组，奔赴广东、内蒙古、海南、山
东、四川等10余个省份，参战民
警累计行程7万余公里，在北到
漠河、南到三沙、东到抚远、西到
成都的广大范围内开展抓捕。

吉林公安在缉捕10名嫌疑
人过程中，还接连抓获多名其他
命案积案嫌疑人，其中潜逃时间
最长的达32年。 （新华）

近七成台湾上班族
曾遭受职场霸凌

台湾人力资源机构1111人
力银行12日发布的调查显示，有
将近七成的台湾岛内上班族曾遭
受职场霸凌，其中男性受霸凌比
例略高于女性。

调查显示，霸凌者以主管或
老板及同事为主，霸凌形式主要
为言语嘲讽或辱骂、背后蓄意中
伤说坏话、工作上不给予资源或
支援等等。而霸凌当事人在面对
欺压时，多半选择隐忍，有高达
91％的受访上班族为此萌生离
意。

交叉分析产业结果显示，传
产制造及营建不动产的职场霸凌
现象最为严重。行政总务、客服
门市及生产制造是最容易遭受霸
凌的三种职业。 （新华）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消息，12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

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广东省追逃办、

省检察院扎实工作，“百名红通人员”第46号孔广

生投案自首。目前，全国“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

48人。孔广生，男，原任胜利油田青岛石油实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临沂中孚天然气开发利用有

限公司总经理，涉嫌贪污罪，2012年逃往香港。

“百名红通人员”孔广生
投案自首

（上接一版）责任措施有保障。为落实责任保
障，祥芝镇党委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党建积分

制管理领导小组，明确支部书记是党建第一责任

人，带头落实党建主体责任，践行从严管党治党各

项要求。同时，祥芝镇建立季度例会、考核、通报制

度和提醒谈话、志愿服务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管理，

积极推进党建积分制实施，促进党建工作常态化、

制度化开展。

党建项目显成效。祥芝镇以“党建积分制”为

抓手，不断完善党建工作管理制度，常态化、制度化

工作机制逐步形成，成效逐步显现。后湖村党支部

以“我带头，我攻坚”为党建主题，22名党员带头搬

迁坟墓、拆除房屋，保障重点项目顺利推进。祥渔

村党支部被确定为石狮市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联系

点，创新提出“333”工作机制，努力打造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示范点。祥芝镇小教党支部实施“党旗下打

造文化祥芝”党建项目，营造浓厚文化氛围。祥芝

渔业协会党支部以服务广大渔民为宗旨，在解决渔

业纠纷、抢险救灾，服务渔业生产领域，丰富渔民文

化生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祥芝美丽海岸志愿

者协会党支部实施“1+N”党建项目，倡导更多党支

部和党员志愿者加入到义务净滩活动中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日益显现。

在“党建积分制”的作用下，祥芝镇党员作用发

挥有了明显的改进，党员意识深入人心，党员间你

追我赶、尊崇先进的氛围越来越浓，群众认可度也

越来越高，焕发出了党建促发展的新活力。“通过看

积分、看排名，自我督促、大家互帮，激发了争先创

优的积极性，工作干劲更足了。”祥芝镇党员干部纷

纷表示。 （本报记者）

福建：
自助办税终端进企业

微软高危漏洞威胁用户系统安全
新华社天津10月12日电 360

安全中心发布安全预警称，其安

全团队发现微软存在一个高危

OfficeOday漏洞，该漏洞几乎影

响微软目前支持的所有Office版

本，黑客发送利用该漏洞的恶意

Office文件，没有打补丁的用户点

开文件就会中招，成为被控制的

“肉鸡”。

今年9月下旬，360安全团队

首次监测到利用本次OfficeOday

漏洞的真实攻击，攻击者使用针

对性的钓鱼文档，诱使用户点击

包含漏洞攻击程序的恶意Word文

档，在受害者电脑中驻留一个以

文档窃密为主要功能的远程控制

木马。

据了解，发现该漏洞后360方

面第一时间报告给了微软，并与

微软安全团队配合，推进了该漏

洞补丁的发布。微软随即于10月

11日发布了新一轮安全更新，修

复了这一高危漏洞。

360首席工程师郑文彬提醒广

大网民，要尽快给电脑打上微软提

供的补丁，同时不要打开来路不明

的Office文档，相关单位也需要警

惕此类Oday漏洞的定向攻击。

两岸暨港澳今年第三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发布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海峡

两岸和港澳地区2017年第三季度消

费者信心指数12日在京发布，大陆

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比全面上升，香港

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近年新高，台湾

消费者信心指数呈现“偏向悲观”，澳

门消费者信心指数总体信心上升。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消费者对经

济形势各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后的主

观评价和心理预期，是反映消费者

总体信心程度及变动的指标。此次

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和编制由首都

经贸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香港城市

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和台北医学大

学共同完成。指数评分范围为0至

200，小于100表示“信心不足”，大于

100表示“有信心”。

调查显示，本季度大陆消费者

信心总指数为103.9。总指数处于

乐观区间，比去年同期上升4.0，达

到2015年第二季度以来最高点。

从各项分指数看，六个分项指数均

同比上升，其中经济发展信心、物价

信心、就业信心上升幅度较大，投资

信心上升幅度次之，购房信心以及

生活信心升幅居后。

香港消费者信心整体指数为

89.9，较上季度上升5.1%，创下近年

新高。其中，经济发展、生活状况及

就业状况分指数超过100分，对物

价状况、购买房屋及投资股票的信

心指数则低于100分。预期指数为

86.2，较上季度上升2.1%。

台湾地区消费者信心总指数为

84.19，八项指标皆呈现“偏向悲观”，

其中民众最担忧的是物价水准与经

济发展状况。

澳门消费者信心总指数为

87.98，较上季相比上升3.14%。调

查显示，澳门消费者总体信心上升，

消费者对澳门的整体经济信心延续

升势，就业状况信心趋于乐观，生活

水准信心基本稳定，投资股票信心

稍有上升。

10月12日，宁德时代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名新

入职的员工在展示从自助办税终
端打印的涉税证明。
当日，福建省首台24小时自助办税

终端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启
用，这家有着上万名员工的高新技术企业
的纳税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企业和个
人涉税事项。今后，福建省各级地税部
门还将逐步增加便民办税布点，进一
步优化纳税服务。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