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月7日于韩国平昌召开
的国际奥委会第132次全会上，
现年66岁的中国奥委会副主席
于再清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这是于再清第三次当选国际
奥委会副主席。他在2000年进入
国际奥委会，曾在2008-2012年
以及2014-2018年间两度出任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于再清目前还是2022年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
委员会副主席。 （新华）

于再清再次当选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6秒43！6秒43！
文体新闻�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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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方块面积:2.5cm�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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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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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位置加收20%

厂房宿舍出租
石永大道前埔工业
区厂房5000㎡，宿
舍4000㎡出租，配
套齐全。
15159825236李先生

旺 铺
厂房出租

石狮南环路大埔
工业区，店面3间
1-8层共1800m2出
租，有电梯。
电话：1390505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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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西电商园区
店面底价出售
联系人：蔡小姐
联系电话：1506060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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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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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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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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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证大客车驾驶

员15860931990

招聘
服装设计，样衣。

涵江13313959700

聘保姆
有从业经验，厨艺佳优先

年龄不超过50岁

1379988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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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有石狮市升壹服装店
不慎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狮服装城支行开
具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978000748505，特此声明作
废。

兹有泉州市诚帮信息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石狮市支行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3978003145901，特此声明作
废。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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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广告需刊前付款。

颖龙服饰诚聘
本公司专业生产外套棉衣欧美时尚服
装。针织生产厂长，专业上衣设计师，
打版师(丝绸之路)，外贸业务员，财务
经理，统计，文员，样衣工，跟单(监狱系
统)，总检，理单，上衣后道主管，后道承
包，成品仓管，辅面料仓管，司机。
153966990068819368913805912627

石狮市远达五金制品公司
搬运安装工、普工、
B证小货车司机、
钣金折板工。
13905059758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二手市场

高价收布13626059766

遗失声明

人才市场

苏炳添再创60米亚洲纪录
本 报 讯 2月 5

日，石狮市竞技海钓

俱乐部召开会，并举

行表彰活动。

据悉，石狮市竞技海钓俱乐部是石狮本地区热

爱海钓运动的人员自发成立的松散型、非营利性

质、会员制的群众兴趣组织。据该团体相关负责人

介绍，俱乐部成立一年来，该团体不仅开展海钓知

识讲座、组织海钓活动，更取得了显著成绩。除人

员数量增加、团体不断壮大、频频赢得赛事奖项外，

该团体副会长许俊华于2017年在广东省汕尾市海

钓时，发现不法分子正在炸鱼，当即通知当地环保

部门，并与同行钓友共同抓获炸鱼犯罪分子，受到

汕尾市环保部门的表彰，更引起国内许多媒体的广

泛关注。

记者获悉，本次活动除对该团体去年来在国内

各类赛事中取得优秀成绩的会员进行表彰外，还颁

发了年度环境保护特别贡献奖。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邱尚城）

石狮竞技海钓俱乐部
表彰去年取得优秀成绩会员

据国际田联2月6日消息，在

德国杜塞尔多夫周二举行的

2018国际田联世界室内巡回赛

男子6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

添以6秒43的成绩打破亚洲纪

录夺冠。

28岁的苏炳添本赛季状态火

热：先是在柏林室内赛中跑出6秒

55获得新赛季首冠，随后在室内

巡回赛首站卡尔斯鲁厄站以6秒

47的成绩夺冠，并将自己之前所

保持的亚洲纪录提高了0.03秒。

而此次他在第二站杜塞尔多夫

站创造的6秒43这一佳绩，在男

子60米室内赛历史上排名并列

第五。国际田联官网称赞苏炳

添跑出了本届赛事“田赛最强表

现”。

枪响后，苏炳添在前20米就

确立了明显的领先优势，并将身后

众人越甩越远。6秒43！他与电

子计时牌合影后，向全场观众微笑

致意，表示自己很享受比赛的过

程。

“6秒43，我对自己都吃惊了，

自己没想到，更没有去想过，非常

感谢我的小团队，一路陪伴我战

斗，未来继续披荆斩棘……享受比

赛，快乐跑步。”苏炳添赛后在个人

社交媒体上表示。

古巴选手佩雷斯和美国选手

罗杰斯几乎同时撞线。经过一番

审慎比较，最终裁判组认定两人的

成绩均为6秒52，佩雷斯获得亚

军。 （新华）

2月7日，在韩国江原道江

陵市靠近海边的一座四层独立

建筑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

国奥委会主席苟仲文和中国驻

韩大使邱国洪共同推开两扇朱

红色大门，象征着平昌冬奥会

“中国之家”正式开馆。

这是继2010年的温哥华冬

奥会和新加坡青奥会、2012年

的伦敦奥运会、2014年的索契

冬奥会和南京青奥会，以及

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之后，中

国奥委会再次在重要的奥运赛

事期间设立“中国之家”。

伴随中国奥林匹克走过十

余年发展历程，“中国之家”的创

办旨在赛时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提供保障服务，并承担对外交

流、形象展示、文化传播等综合

功能。

为全力支持北京2022年冬

奥会筹办，平昌“中国之家”由中

国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以及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联合

举办，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

备中心副主任王明晏介绍说，这

也是本次“中国之家”与以往最

大的不同。

“从区域划分上就能看出

来，我们把三层专门辟作北京文

化区，宣传2022年北京冬奥会

的场景。”他说。

记者在三层展馆看到，以北

京冬奥会会徽为主题的屏风树

立在展厅入口处，富于中国特色

的展品延通路迂回陈设，大厅正

中舞台上时有中国民乐演奏或

京剧表演，一旁是两名“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宝琳大师和

孙春播女士分别做面塑和剪纸

艺术的演示，墙面上的巨型屏幕

和大幅展板集中展示中国冬奥

文化、中国冬季运动发展历史、

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筹办进

展、北京奥运城市文化以及中国

体育代表团精神风貌。

其余楼层的设置中，一层为

公共展区，二层为餐饮区，四层

为中国奥委会的主题宣传区。

据王明晏介绍，平昌“中国之家”

的规模达到了史上最大，总面积

近2000平方米，并且是专门拿

出一个楼层做公共展馆，首次面

向社会公众开放。

“平昌冬奥会期间恰逢中国

春节，北京冬奥组委又将在闭幕

式上接旗，‘中国之家’的访问需

求是非常高的，”他说，“每逢佳

节倍思亲，大年三十我们会邀请

大家来包饺子，一起感受春节的

氛围，‘家’的温馨；我们也欢迎

全世界的朋友预约参观平昌‘中

国之家’，一起领略中国冬奥文

化的激情。” （新华）

平昌冬奥会“中国之家”在韩正式开馆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高志丹2月7日在升

旗仪式后透露，短道速滑运动员、两届冬奥

会冠军周洋将担任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中国

代表团旗手。周洋当场得知这一消息后，连

呼“超级开心、无比荣耀”。

中国代表团7日在江陵奥运村举行了

升旗仪式。高志丹在仪式后接受媒体采访

时公布了旗手的人选。他说：“旗手是周

洋，她是温哥华和索契冬奥会的金牌得

主。最重要的是，她克服了年龄和伤病的

困扰，坚持走到了平昌的赛场，这是我们运

动员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也是为国奉献精

神的体现。”

26岁的周洋将在平昌冬奥会开始自己

的第三次冬奥征程，她曾在温哥华冬奥会夺

得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金牌和女子3000米

接力金牌，4年之后的索契冬奥会，她在

1500米项目中成功卫冕。

站在高志丹身边接受采访的周洋表示，

这个巨大的惊喜让她十分兴奋，她说：“之前

听人说过可能是我，但是今天正式确定下

来，我超级开心。对我比赛也是一份动力，

无比荣耀。我会无比珍惜这份荣誉。”面对

蜂拥而至的媒体，周洋笑言：“这么多人问

我，我反而感觉紧张了！”

展望10日开始的比赛，周洋说自己现

在的状态不错，训练一切正常。她说：“奥运

会比赛需要超发挥才能取得好成绩，所以我

希望在比赛中发挥出最好的自己。”

（新华）

两届冬奥会冠军周洋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冬奥看台

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组委会2月6日公布了

全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电影名单，共有19部影片角

逐金熊奖和银熊奖。

入围影片以欧洲电影为主，仍然延续了柏林电

影节关注现实政治的风格，涉及的题材包括难民问

题、挪威“7�22”爆炸枪击案等。开幕影片是美国导
演韦斯�安德森的动画片《犬之岛》，这也是柏林电
影节历史上首次选择动画片揭幕。

电影节组委会还公布了特别展映单元名单，包

括中国电影《捉妖记2》在内的12部影片入围。该单

元旨在为质量上乘的新片提供展示推广的平台，入

围影片不参与各大奖项评选。

当天的发布会还公布了本届柏林电影节荣誉

金熊奖得主，曾出演《野战排》《英国病人》的老牌美

国男星威廉�达福获得这一终身成就奖。
第68届柏林电影节将于2月15日开幕，持续至

25日。 （新华）

第68届柏林电影节公布
入围主竞赛单元影片名单

侨乡体苑

历经半年全面改版的中国文化视窗网络台近

日全新上线。新版的中国文化视窗网络台开设文

化头条、时代人物、国学讲堂、文商故事、艺术世界、

多彩中华、少年中国、文化优品等12个频道。

据介绍，中国文化视窗先后推出《全球女性》

《青年力量》《书画百杰》《中裔雅集》《小小朗读者》

等栏目，并连续三年举办“中国文化大拜年”系列活

动，受众高达千万人次。

据悉，“2018年中国文化大拜年”系列活动启动

在即。中国文化视窗网络台总编辑毕菲介绍说，

“中国文化大拜年”是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

程”的重要举措，今年推出的百城文化大庙会、新时

代文化走基层、百城春晚嘉年华、文化优品年货展，

将以各民族的文化资源为基础，落地百城镇，惠民

送祝福，展现新气象。 （新华）

新版“中国文化视窗”上线
打造文化外宣平台

参加平昌冬奥会的朝鲜
拉拉队、跆拳道示范团、记者
团和民族奥林匹克委员会官
员等一行280人2月7日经由
京义线陆路抵达韩国境内。

代表团一行包括朝鲜体
育相金日国在内的4名朝鲜民
族奥林匹克委员会官员、229
名拉拉队成员、26名跆拳道示
范团成员和21名记者。跆拳
道示范团将在平昌、束草、首尔
等地进行4场表演。 （新华）

朝鲜奥委会官员等
抵达韩国

2018年平昌冬奥组委2
月7日发布消息称，9日平昌
冬奥会开幕式进行期间，室外
气温将在零下2摄氏度到零
下5摄氏度之间，接近并略高
于近十年间当地相同时间段
的平均温度。

国际奥委会6日表示，平
昌冬奥组委将向所有开幕式
观众提供包括暖宝宝、帽子在
内的保暖“六件套”，而现场运
动员也可提前离场。 （新华）

开幕式期间气温
零下2摄氏度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