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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性骚扰全球热 捅破潜规则显进步
1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
报，该校教授陈小武因性骚扰学
生被撤职和取消教师资格。
从美国好莱坞大佬身败名
裂，到英美政客黯然辞职，再到北
航教授被解职，在这场自下而上、
声势浩大的全球反性骚扰运动
中，人们看到，暴露问题、正视问
题，才能让解决问题成为可能，进
而推动社会进步。
【新闻事实】
好莱坞金牌制片人哈维 温
斯坦性侵丑闻去年曝光后，许多
人以“我也是”为话题标签，在社
交媒体上公开自己遭性骚扰或性
侵经历。去年10月至12月，以社
交网络“推特”和“脸书”为平台，

“我也是”话题标签使用超过600
万次。
“我也是”运动不断激发国
际社会对性骚扰的关注。比利
时布鲁塞尔大区负责机会平等
及妇女事务的国务秘书比安卡
德贝茨10日说，比利时根特大学
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调查的 425
名 15岁以上布鲁塞尔女性中，
88％的人承认曾遭受过至少一
次性骚扰。
“我也是”运动本身也激发不
同声音。在法国，据法国《世界
报》报道，包括著名女影星卡特
琳 德纳夫在内的100名女性日
前签署联名信，公开声讨“我也
是”运动，质疑其对“性骚扰”的界

定，称其过度上纲上线。但这封
联名信本身，又招致众多女权人
士指责。
可以看到，从道德和法律层
面，性骚扰都是争议性话题。但
无论如何，当“潜规则”逐渐“大白
于天下”，这本身就指明社会进步
的方向。
【深度分析】
职场性骚扰问题存在已久，
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但鲜有受
害者发声。分析人士认为，近来
这场反性骚扰运动可被视为女性
运动一部分，是从社交媒体上一
个热词最终扩展到全球范围的一
场平权运动。
这场运动会促使更多人思

考，性骚扰的边界在哪里？量化
指标如何设定？这些思辨或有助
于相关法律出台，促进问题解决。
相较欧美文化而言，亚洲文
化更趋内敛，很多人认为性骚扰
话题“上不得台面”。如今，包括
中国在内一些亚洲地区的女性勇
于在网上发声，称遭受过性骚扰，
这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思想观念
的革新，可被视为是男女平权运
动的一种新发展。
【背景链接】
去年11月22日，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在“消除性别暴力16
日活动”发起仪式上说，近期报告
显示，工作场所性骚扰现象非常
普遍，社会也对家庭暴力的严重

性认识不足。他呼吁制止暴力侵
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
“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统计，
在美国，23％的女性曾遭性骚
扰。联合国数据显示，在欧盟，
45％至55％的女性曾在15岁之
后遭性骚扰。非洲、拉美、中东
等地区的相关数据同样触目惊
心。
美国媒体整理各研究机构近
年来各类报告发现，性骚扰和性
暴力在全球多个地区都相当普
遍。“行动援助”组织统计数据显
示，57％的孟加拉国女性、77％的
柬埔寨女性、79％的印度女性以
及87％的越南女性都曾经历过某
种形式的性骚扰。 （新华）

阿富汗
记者安全委 万豪酒店首席执行官
员 会 11日
发布报告说，2017年至少有20名 为公司涉华不当行为道歉
新闻从业者在阿富汗各类暴力
事件中殉职，这一数字比2016年
上升54％。
这是1月11日在美国马里兰州
报告说，2017年对在阿富汗
贝塞斯达拍摄的万豪总部。
的新闻从业者是“最血腥的一
美国连锁酒店万豪首席执行官
年”，全国各地共发生169起针对
11日发表声明，为公司近日两起涉
新闻从业者的暴力事件，比2016
华不当行为道歉，称尊重中国的领
年上升67％。报告说，造成新闻
土主权完整，将采取措施避免类似
从业者死亡的事件全部由极端
事件再次发生。
（新华）
组织所为。
（新华）

部11日宣布，根据新修订的《芬兰驾驶执照法》，自
2018年2月1日起中国驾照可以在除奥兰岛外的芬
兰所有地区使用。
按照新规，中国游客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发的
驾照，可以在入境芬兰一年内驾驶相应车辆。此
前，芬兰只承认中国香港和澳门签发的驾照。
目前，美国的大多数州、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国都认可中国驾照，但不同国家对中国驾照
的使用和期限有不同的规定。

环球博览

石狮市六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蔡水源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包括但不限于与该等
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各方该
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蔡水源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或其承继人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蔡水源履行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
关文件约定的所有义务（若借款人、担

宣布，日本香川县一个养鸡场日前出现的疑似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已被确认。这是日本今冬首次出
现养殖场禽流感疫情。
香川县政府官方网站于10日宣布，该县一个养
鸡场出现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8日发现33只
鸡死亡，9日到10日早上又发现55只鸡死亡，初步
检测呈禽流感阳性。后经过详细病毒基因检测，于
11日晚确认是H5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这是今冬日本首次出现养殖场禽流感疫情，此
前只是发现有野鸟感染禽流感病毒。香川县从11
日深夜开始扑杀这个养鸡场的约5.1万只鸡，附近
农场养殖的约4万只鸡也将被扑杀。

芬兰从 2 月起
承认中国驾照
新华社赫尔辛基1月11日电 芬兰交通与信息

去年至少 20 名
新闻从业者在阿殉职

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银监会
有关规定，2018年1月11日，石狮市六胜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蔡水源签署了《协
议书》（编号：SSLS2018（协）-0001号），石
狮市六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下列附表
中所列的债权，已依法转让给蔡水源，该
等债权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由此派生
或与此相关的其他权利或权益均已依法
转让给蔡水源。石狮市六胜资产管理有

日本今冬首次出现
养殖场禽流感疫情
新华社东京1月12日电 日本政府机构11日晚

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
特此公告
石狮市六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蔡水源
日期：2018年1月13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7年10月31日24:00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借款人名称
截至基准日 截至基准日
借款合同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号
号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蔡良标、许桂蜜、石 2013年建闽狮高
2014年建闽狮流贷字438号、
保字 102号、2014
2015年建闽狮流贷字214号、 12,888,409.64 2,297,843.58 狮市飓潮卡运动服
1 石狮市创标体育
装有限公司、
石狮市
建闽狮高保本字
用品有限公司 2015年建闽狮流贷字215号、
赛琪体育用品有限
13号、2013年建闽
2015年建闽狮流贷字325号
公司
狮高抵字65号
注：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0月31日（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及利息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及其还款义务人应支付给
蔡水源的复利、罚息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的约定计算。

美众议院批准延长
监控外国人通信法案

美国众议院11日以256票对164票批准将颇具争议
的《涉外情报监视法》702条款延长6年。这意味着美国情
报机构将能继续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监控美国境外目标
的电邮和短信等通信。
2013年，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曝光美国情报
机构对网络和电话实施大规模监控，引发轩然大波。2015
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但只是决定结束美国国内的监控
项目。
对于702条款，美国国内的主要争议是，虽然它不允许
直接监控美国公民，但却允许收集与外国人通信的美国人
相关信息，无论他们是否在美国国内。还有专家称，该法
案也允许美国政府收集谷歌、微软等美国公司的数据。
因此，有议员提出一条限制条款，要求情报机构在收
集美国人的信息前先取得法庭授权，但众议院当天以233
对183票否决了这项提案。
斯诺登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文件显示，根据美国
《涉外情报监视法》规定，监听美国本土的目标需要有法
院授权，监听境外外国人与美国人的通信无需法院下
令。这一法律不适用于外国人之间的通信，因此政府可
以大规模收集此类邮件。因为有巨量的全球互联网通
信流经美国的电缆，美国电信业巨头向美国国安局提供
外国人之间的互联网流量，例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
2013年向美国国安局每天处理传送6000万件外国人之
间的电子邮件。
（新华）

巴勒斯坦呼吁建立解决
巴以争端的国际机制
新华社拉姆安拉1月11日电 巴勒斯坦总统阿

巴斯11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会晤荷兰外
交大臣哈尔伯 泽尔斯特拉时强调，必须建立一个
由联合国主持的国际机制，以解决巴以争端。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瓦法”报道，阿巴斯在
会晤时说，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及
准备将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做
法“后果严重”。他强调，必须成立一个由联合国主
持的国际机制，来结束巴以争端。
他说，巴方的目标是结束以色列占领，建立一
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
立巴勒斯坦国。

中国驻澳使馆提醒在澳中国人
防范电信诈骗
新华社堪培拉1月12日电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

使馆领事参赞缪长霞12日提醒在澳中国公民注意
保护个人信息，防范电信诈骗，特别是一些假冒中
国驻澳使领馆名义进行的电信诈骗。
缪长霞提醒说，如果在澳中国公民个人信息不
慎泄露或接到诈骗电话，可向澳大利亚相关热线、
网站举报。如不幸上当受骗，应及时向澳警方报
警，并委托国内亲友就近向中国公安机关报案。
中国驻澳使馆教育处公参徐孝说，中国在澳留
学生人数在15万左右，大部分留学生年纪尚轻，社
会经验不足，容易成为电信诈骗的目标和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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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袋●辅料●外贸服装
网销尾货等一切存货
全国百强旅行社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中 地址：鸳鸯池南路8号好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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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创域装饰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国建设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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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圣顿公司诚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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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石狮各房产中介公司前来洽谈合作事宜
大厦楼层出租
幢楼出售 位于龟湖公园旁子芳路8
87号的“世新养生
香江路香江酒店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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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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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四至八层全面招租，总面积约4000
旁1-6层出售。面积
边 ，店 面 3间 馆”
平方米，
带电梯2部，有停车场，十分适合酒
1全。1
200m8206手001续967齐9 店住宿、公寓、写字楼等。欢迎实地考察或
来电咨询。联系人：卢生18680355077

旺铺

海西电商园区
店面出售。
联系人：施小姐
电话：13805993788

厂房

厂房出租

濠江路兴东七路
1
0-12号
，两 0间0平
店
面，1
4层，5
方米。联系电话
1
13
58
80
85
09
91
57
31
31
3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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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刊登事宜,广告须刊前付款。 10次以上，45元/方块；

●每方块内容限40个字以内，
套红加收25%；
指定位置加收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