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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址：石狮市九二路东段8号（7楼709室）

家有老茅台 可能有惊喜
洛阳嘉浩高价征集收购陈年老茅台酒

好消息！洛阳嘉浩来石狮征集陈年老酒

征集收购范围：1951年-2017年的茅台酒、五粮液以

及各种高度陈年老酒（2000年前）剑南春、郎酒、董酒、泸

州老窖、汾酒、虎骨药酒、洋酒、冬虫夏草等及各地区名酒

均可上门收购（整箱价更高）。

同时还收购1993年前的

“阿胶”、安宫牛黄丸以及老钱

币。

此次举办方重点收购老茅

台，我们懂酒、爱酒，更希望将

中国的酒文化发扬光大。免费

为市民鉴定、评估。

活动时间：2018年1月14日—1月18日

咨询电话：1882248598913812655637李先生

年份

2014-2010

2009-2006

2005-2000

1999-1996

1995-1990

1989-1987

1986-1983

1982-1980

1979-1976

1975-1970

1969-1950

价格

1000元-1300元

1500元-1900元

2000元-2600元

3000元-3800元

5000元-6800元

7000元-8000元

8500元-11000元

11500元-15000元

16000元-20000元

22000元-40000元

50000元-200000元

以上酒品要求酒满、品好、日期清楚！
必须高度，一斤装！本活动真实有效！

茅台酒收购价

石狮万佳东方酒店

停水通知
因给水管道改造施工的需要，郊区部分区域需暂

停供水。现将有关停水时间和范围通知如下：

请广大市民和用户相互转告，提前蓄水备用。因

供水管道施工给市民和用户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咨询联系电话：88553110 83678110

福建省石狮供水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3日

停水时间

停水范围

2018年1月15日
9：00-12：00

石祥大道（学府路口至伍鸿路口）

两侧，厝仔村（包括工业区、理工学

院）、古山村、莲塘村、溪前村、山前村、

郭厝村、湖厝村、邱下村、莲厝村、东园

村、锦蚶路两侧、乌山脚村。

水压偏低区域：伍鸿路两侧、伍堡

村、伍堡工业区等。

2018年1月15日
9：00-15：00

1.东店新大街

两侧、东店村、杨

厝村、锦尚村。

2.厝上村部分

区域停水或水压

偏低。
兹证明 本 村 村 民 佘 海 澄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

359002195708150519，家住港边村东区180号。其本人持

有户主名为佘文庭的《福建省建设用地许可证》（闽土狮字

〔1999〕第永民386号），建设用地东至佘文义，西至佘明康，

南至佘明伟，北至规划地。经核实，佘文庭是佘海澄的土

名，该许可证户主确系佘海澄本人。如有任何异议请于见

报之日起15日内向我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且

我村委会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办理相关手续，声明凡其他证

件与该用地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永宁镇港边村民委员会 2018年1月13日

登
报
声
明
书

兹有石狮市佳佳针车商行不慎遗失福建省石

狮市国家税务局和福建省石狮市地方税务局2008

年6月1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号码：

350522196504166024，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佳佳针车商行
2018年1月13日

遗
失
声
明

根据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2016）闽05执1107号之二要求：因被执

行人施巍峰、施至星名下址在石狮市子芳路974号

狮城帝苑02幢202的《房屋所有权证》狮建房权证

宝盖字第012158-1、012158-2号，《土地使用证》狮

地宝国用（2010）第01881-1、01881-2号，无法收回，

公告上述证件原件作废。

声明人：石狮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月13日

公

告

国内视窗外贸强势“逆袭”发展呼唤更多“真本事”
14.2%！连续两年低迷后，

我国外贸在2017年实现两位数

增长。业内专家认为，外贸强势

“逆袭”是我国苦练“内功”与世

界经济温和复苏共同作用的结

果，下一步要加快培育外贸竞争

新优势，助力新时代外贸转向高

质量发展。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

平12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说，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27.79万亿元，比2016年

增长14.2%，扭转了此前连续两

年下降的局面，外贸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进一步提升。

之所以说质量和效益提升，

主要是因为我国外贸呈现自主

发展能力增强、贸易伙伴更趋多

元化、各类市场主体表现活跃、

区域发展更加协调、产品结构持

续优化等特征。

以市场主体活跃为例。黄

颂平介绍，2017年，各类型企业

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

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5.3%，

对我国进出口总值增长的贡献

率最高，达到41.3%，外贸的内生

动力增强。

“春江水暖鸭先知。民营企

业对外贸的灵活性非常强，但光

有灵活性还不够，便捷开放的营

商环境极其重要。”商务部研究

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表示，民营企业贡献率最高，是

对我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有

力印证。

又如产品结构优化方面，据

介绍，2017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8.95万亿元，增长12.1%，占我国

出口总值的58.4%。其中，部分

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和装备制造

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势，比如汽

车出口增长27.2%，计算机增长

16.6%，医疗仪器及器械增长

10.3%。

“这表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逐渐增强，国际竞争新优势

逐渐显现。”黄颂平说，总体上

讲，我国外贸领域转方式、调结

构取得积极进展。

与此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

到，我国外贸2017年的增长建

立在前两年持续下降的基础上，

属于恢复性增长。“可以说，万里

长征才走了第一步。我们要有

自信，但绝对不能沾沾自喜。”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

员张燕生说，新时代下，外贸如

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还有不少课题要研究、不少问题

要解决。

世界银行9日发布的《2018

年全球经济展望》1月期指出，

随着投资、制造业和贸易持续复

苏，世界经济2018年预计增长

3.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

构也对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作

出较为乐观的预判。同时，这些

国际机构一致认为，全球各国不

应浪费难得的时间窗口深化改

革。

与改革同行的，还有一系列

全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专家

认为，当前全球环境错综复杂，

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仍在升温，世

界贸易复苏之路可能依旧曲折。

“当前，我国产品遭遇贸易

救济调查案件和金额仍处于近

年来的较高水平。”黄颂平说，加

上2017年的基数较大，2018年

外贸维持两位数较快增长的难

度将增大。

白明表示，2017年的外贸增

长是恢复性增长，今后的增长则

是“实打实”的增长，需要拿出更

多“真本事”，以创新为引领，加

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夯实外贸

发展的产业基础，加快构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 （新华）

新华社昆明1月12日电 近日走红网络的“冰

花”男孩来自深度贫困地区云南省昭通市，为解决

当地基础教育设施不足问题，农发行加大扶贫扶智

投入，2017年发放5000万元贷款用于当地校舍建

设，2018年将继续加大教育扶贫信贷支持力度。

农发行云南省昭通分行行长李文明介绍，2017

年昭通市威信县支行支持威信一中校区建设2亿

元贷款获批，目前已发放5000万元。学校建成后，

将容纳6000名学生就读，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不足

的现状。

农发行教育扶贫
改善“冰花”男孩们上学条件

社会广角

记者12日获悉，因出现违法
违规内容，又有两家国际品牌的
网站被上海市网信办责令更正、
全面自查整改并致歉。

据媒体报道和网民举报，经
上海市网信办核实，zara网站
（zara.cn）“JIONLIFE”栏目下的
“收取衣服”选项介绍中，将台湾
称 为“ 国 家 ”；美 敦 力 网 站
（medtronic.com）“国家”选项中，
有“中华民国（TAIWAN）”字样，
并与其他国家并列。

上海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
严肃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
地，跨国企业应遵守中国互联网
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合法合规运
营。 （新华）

因出现违法违规内容
zara和美敦力被责改

新华社西昌1月12日电 1月12日7时18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

第二十六、二十七颗北斗导航卫星。

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是我国北

斗三号工程第三、四颗组网卫星。这次发射是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2018年首次发射，正式拉开新年度

北斗高密度发射序幕。

卫星入轨后，经测试及入网验证，可对外提供

服务。按照计划，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于2018年

底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
北斗三号组网卫星

新华社上海1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上海市旅

游局获悉，针对“万豪会员邮件事件”，市旅游局于

11日晚紧急约谈万豪国际集团上海公司相关负责

人，责成万豪酒店管理层立即查明事实，严肃处理

相关责任人，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上海市旅游局严正强调，所有在华酒店必须遵

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人民感情。责成万豪酒店管

理层立即查明事实，说明情况，并向公众真诚道歉；

立即落实整改，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并配

合相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据悉，万豪相关负责人表示已深刻认识问题严

重性，将认真配合相关调查，落实整改要求，回应社

会关切。

上海旅游局约谈万豪
责令其查明事实、严肃处理

新华社福州1月12日电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12日公开宣判广东省委原常委、珠海市委

原书记李嘉受贿案，对被告人李嘉以受贿罪判处有

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对李嘉

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16年，被告人李嘉利

用担任中共梅州市委副书记、梅州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市长、中共梅州市委书记、中共珠海市委书记、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

个人在工程承揽、项目选址、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侄子李林等人，非法收受

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058.846303万元。

珠海市委原书记李嘉
受贿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工信部获

悉，针对近期媒体报道相关手机应用软件存在侵犯

用户个人隐私的问题，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约谈

了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蚂蚁金服集团公司

（支付宝）、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今日头

条），要求三家企业立即进行整改。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三家

企业均存在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使用目的

告知不充分的情况。

工信部已组织技术部门对相关手机应用软件

是否存在侵犯用户个人隐私行为进行持续监测，并

将加强对互联网服务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告知、账号

注销等环节的监督检查。一经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将严肃查处并向社会曝光。

手机APP疑侵犯隐私
百度、支付宝和今日头条被约谈

台湾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以
下简称“消基会”）12日公布“2017
年十大消费新闻”，其中五则新闻
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反映出台
湾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

在消基会公布的2017年十
大消费新闻中，第二名“戴奥辛
鸡蛋窜全台 市场生意掉3成”、
第五名“乳玛琳过期重制 远东
油脂逾863吨流入市面”、第六名
“食安问题频传：五星级酒店食
材过期9个月、连锁烧烤店疑似
卖臭酸牛肉”、第七名“顶新案消
费者求偿9亿多 法院判赔1023
万元（新台币）”以及第八名“禽
蛋芬普尼（大陆译为氟虫腈）残
留量放宽至10ppb”均为与食品
安全问题相关的新闻。

为此，消基会将具有批评意
味的“金酸莓奖”颁给了台湾卫
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 （新华）

台年度十大消费新闻
半数为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和老挝两国警方12日
在老挝万象瓦岱国际机场举行
移交仪式，老方将104名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移交中方押
解回国。 （新华）

老方向中方移交104名
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上海海事局：

“桑吉”轮不断发生爆燃
搜救与污染防控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交通运输部上海海事局12

日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桑吉”轮搜救和污染防控工作

的最新进展。记者获悉，目前，

“桑吉”轮火势较大，不断发生爆

燃，具有爆炸和沉没危险。中国

救援人员正冒着巨大的生命危

险和安全威胁不断接近事故船

只，全力做好人员搜救、消防灭

火、污染防控工作。

1月6日19时51分左右，巴

拿马籍油船“桑吉”轮与中国香

港籍散货船“长峰水晶”轮在长

江口以东约160海里处发生碰

撞。

碰撞发生后，载有13.6万吨

凝析油的“桑吉”轮起火，一直在

燃烧，不时发生爆燃。我国救援

人员多次接近事故船只，近距离

实施搜救和灭火作业。其中，在

1月10日和11日的作业过程

中，“桑吉”轮均发生剧烈爆燃，

迫使作业船舶后撤。

上海海事局副局长谢群威

介绍，事故发生以来，“桑吉”轮

持续燃烧并不断爆燃，船体右

倾，受海流、风力影响向东南漂

移。12日12时，“桑吉”轮已经

向东南方向漂移了约141海里，

目前正向正南方向继续漂移。

在“海巡01”轮现场指挥

下，14艘船舶持续实施人员搜

救、消防灭火、污染防控工作。

“东海救117”“深潜号”以及“德

深”轮抵近“桑吉”轮持续进行泡

沫灭火作业，为确保泡沫充足，

“东海救01”轮已经重新装好

100吨灭火物资，预计将于13日

凌晨抵达事发水域，继续投入灭

火作业。

谢群威介绍，综合前方现场

情况和后方专家组研判，“桑吉”

轮火势依然猛烈，存在爆炸、沉

没等危险，挥发和燃烧产生的有

毒气体对救援人员危害很大，加

上海况恶劣，增加了现场救援工

作的难度。

根据各方掌握的情况，“桑

吉”轮装载的凝析油在5小时的

挥发量达到99％，24小时后几

乎完全挥发，万一发生泄漏，对

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相比原油

泄漏会小得多，但在空气中弥

漫，遇明火易引发火灾爆炸事

故，挥发后对大气将造成一定的

污染。

目前，中国海事局已经成立

了事故调查组，调查工作在同步

进行。

（新华）

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考发现微塑料
新华社青岛1月12日电 记

者12日从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了解到，正在“向阳红01”

船上执行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

合科考任务的科考队员在南极

地区海水中发现了微塑料的存

在。

据随船科考队员汇总给国

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科

考信息显示，科考队员在南极鲍

威尔海盆通过船载泵，取得500

升表层海水，通过过滤海水形成

了滤膜。科研人员通过显微镜

观测滤膜后发现，滤膜上有五六

个小于0．3毫米的微塑料，其中

比较明显的是滤膜中央的蓝色

纤维细线，密度略高于大洋平均

水平。科考队员初步估计，这些

微塑料很可能是纤维状的塑料

绳。

据了解，全球每年生产的塑

料超过3亿吨，其中约有10％的

塑料会进入海洋。那些尺寸小

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就是微塑

料，它们的化学性质较为稳定，

难以降解，可以在海里存在数百

甚至数千年。微塑料会对海洋

生物带来致命影响。受微塑料

污染的海洋生物还会出现在人

类餐桌上，最终威胁人类健康。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

所研究员孙承君介绍，微塑料除

了自己会对海洋生物产生危害

外，还会附带一些污染物，如重

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等。

专家表示，开展海洋微塑料

研究，查明微塑料污染对海洋生

态系统健康危害机制，全面认识

微塑料在海洋中的污染现状，将

有助于帮助人类寻找到一条切

实可行的管控防治之道。此次

“向阳红01”船在南极科学考察

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寻找海洋

中的微塑料。

针对抵制“大象旅游”言论 泰国业内人士发声
针对近期出现的泰国旅游

业中大象受虐待，生活境遇悲

惨，甚至呼吁抵制“大象旅游”的

相关报道，泰国业内人士纷纷发

声，认为“大象旅游”是泰国旅游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纯地抵制

并不能改善大象的生存环境，加

强对象营的监管和立法才是有

效的解决方案。

曾在泰国国家公园和野生

动植物保护局任职的大象

专家玛塔纳说，泰国的家

养象约有4000头，野象数

量约为3500头。随着泰国

森林面积急剧缩小，野象

数量已达到饱和，无法将

家象放回野外，即使放回野外它

们也没有生存能力。驯养大象

无论从人力、土地、管理上看，成

本都颇高，没有旅游业的支持，

家象的生存将更为困难。

泰国大城府的象营“大象宫

殿”有约200头大象。“大象宫殿”

的大象表演负责人蓉通赛介绍

说，每头大象的天性禀赋不同，

象营在挑选大象进行绘画、跳舞

等才艺表演训练时会根据大象

的兴趣而定。才艺表演只有在

象夫和大象高度默契的交流下

才能完成，是人与象和谐共处的

体现。

泰国著名兽医洛特说，均

衡的饮食、适当的隐蔽、较好的

休息环境和完善的医疗等都是

大象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象

营中大多是家养象，与野象不

同，它们需要象夫的照料，需要

食物供给，更需要与人相处的

环境。

大象专家玛塔纳认为，加强

对象营的监管，提高象夫的待遇

和驯象技能，对虐待动物的行为

进行重罚，建立象营安全健康认

证体系，这些才是有效的解决方

案。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