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豪酒店首席执行官
为公司涉华不当行为道歉

国际新闻�分类广告
2018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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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游

天天发团

春秋游、国内游、境外游、

会议考察等，欢迎来电咨询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假日万佳店：8899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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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料●纽扣●拉链●线

胶袋●辅料●外贸服装

网销尾货等一切存货

地址：鸳鸯池南路8号好清家

贸易13626059766陈

布料★花边★松紧带★胶袋

无纺布手提袋★织带★铜扣

合金★铜拉链

等清仓货库存★布料★服装

晓傅13348506999

兹有石狮市老子研究会

不慎遗失公章，特此声明作

废。

兹有石狮市创域装饰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狮宝岛支

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978001943001，特此声明作

废。

兹有何江林不慎遗失福

建省行政执法暂时扣留（或冻

结）财物收据，NO.0001239，金

额：3000元，开票时间：2014

年12月14日，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福建省仙游县郑俊

明不慎遗失身份证，号码：

350322199410204811，特此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人才市场

二手市场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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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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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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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广告须刊前付款。

喜盈盈服饰诚聘
外贸业务员、成本报价员、面辅
料仓主管、总质检、前道管理
（工作经验突出者优先考虑）。
联系电话：13306991328

波圣顿公司诚聘
本公司生产休闲裤，经营贴
牌业务与经营自主品牌，现
诚聘：设计总监1名、设计1
名、带组组长2名。联系电
话：13905959221洪先生

高价收布13626059766 收购布料13348506999

●每方块面积:2.5cm�2cm;
●客户须带本人或单位有效证件

办理刊登事宜,广告须刊前付款。

●标准价格：

10次以下，50元/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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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幢楼出售
香江路香江酒店
旁边，店面 3间
1-6层出售。面积
1200m2 手 续 齐
全。18060019679

大 厦 楼 层 出 租
位于龟湖公园旁子芳路887号的“世新养生
馆”大厦四至八层全面招租，总面积约4000
平方米，带电梯2部，有停车场，十分适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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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
濠江路兴东七路
10-12号，两间店
面，1-4层，500平
方米。联系电话
13805917118
15880953333

综合 厂房
海西电商园区
店 面 出 售 。
联系人：施小姐
电话：13805993788

旺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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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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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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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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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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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7年10月31日24:00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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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1

借款人名称

石狮市创标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2014年建闽狮流贷字438号、

2015年建闽狮流贷字214号、

2015年建闽狮流贷字215号、

2015年建闽狮流贷字325号

截至基准日
本金余额

12,888,409.64

截至基准日
利息余额

2,297,843.58

担保人

蔡良标、许桂蜜、石

狮市飓潮卡运动服

装有限公司、石狮市

赛琪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

担保合同号

2013年建闽狮高

保字102号、2014

建闽狮高保本字

13号、2013年建闽

狮高抵字65号

国际视窗反性骚扰全球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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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东京1月12日电 日本政府机构11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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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今冬首次出现
养殖场禽流感疫情

新华社赫尔辛基1月11日电 芬兰交通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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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兰从2月起
承认中国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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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呼吁建立解决
巴以争端的国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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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澳使馆提醒在澳中国人
防范电信诈骗

环球博览
阿富汗

记者安全委

员会 11日

发布报告说，2017年至少有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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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说，2017年对在阿富汗

的新闻从业者是“最血腥的一

年”，全国各地共发生169起针对

新闻从业者的暴力事件，比2016

年上升67％。报告说，造成新闻

从业者死亡的事件全部由极端

组织所为。 （新华）

去年至少20名
新闻从业者在阿殉职

这是1月11日在美国马里兰州
贝塞斯达拍摄的万豪总部。

美国连锁酒店万豪首席执行官
11日发表声明，为公司近日两起涉
华不当行为道歉，称尊重中国的领
土主权完整，将采取措施避免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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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