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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卡麦龙服装商行不慎遗失石狮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2015年09月06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350581600607195，特此声明

作废。

石狮市卡麦龙服装商行
2018年2月8日

遗
失
声
明

福建省宝晟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秦方明先生）：
因贵司拖欠我司位于石狮市子芳路金丘国贸大厦3#

楼101-105、201、202房屋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公告之

日的租金及相关水电费用 ，已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

的解除条件。我司即日起解除与贵司签订的《房屋租赁

合同书》和《房屋租赁补充协议书》，收回租赁房屋及行使

留置权，并保留追偿贵司给我司造成损失的相关经济和

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石狮市金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8日

公 告

根据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函（2016）

闽0581执4245号要求：因被执行人许友任名下址在

石狮市濠江西侧濠江丽景3#楼A302的《房屋所有权

证》狮建房权证湖滨字第09108号，《土地使用证》狮

湖国用（2005）第1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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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

公

告

福建省石狮供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规定，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于2018年2月28日召开福建省

石狮供水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报到时间：2018年2月28
日上午9:30

会议时间：2018年2月28日
上午10:00

二、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二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2.审议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3.审议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和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4.审议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5.审议2017年度融资情况和

2018年度融资计划议案。

五、股权登记日和出席对象：
1.2018年2月13日前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

托代理人；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六、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持

股凭证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

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受自然人

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须持委托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持股凭证和

身份证登记。

七、联系地址：本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电话：0595—88599041

福建省石狮供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8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作为本人/本单位的代理人出席福建省石
狮供水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金收据号码：
委托人签名（盖章）：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国际视窗世界最强运载火箭带跑车飞向火星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6日电 现

役世界最强大运载火箭“猎鹰重型”

6日成功发射，在约10万人的现场

“围观”下，携带着一辆红色特斯拉

电动跑车飞往火星。这种火箭推力

大、可回收，被认为将重塑重型运载

火箭行业的游戏规则。

当地时间15时45分（北京时间7

日4时45分），“猎鹰重型”从美国佛罗

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39A发射台腾

空而起，拖着熊熊尾焰直入蓝天。

1969年，“土星5号”火箭正是从这座

发射台升空，首次将人类送往月球。

“猎鹰重型”由美国私企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研发，第一级由3枚“猎

鹰9”的一级火箭捆绑而成。发射约

8分钟后，它两侧的助推器同时在发

射场附近陆地回收成功，但中间的

火箭芯级落入海中，没能按计划降

在回收船上。

目前，火箭第二级正飞向地球

与火星间的椭圆形绕日轨道。

“猎鹰重型”携带了一辆红色特

斯拉跑车，车上播放1969年登月那

年戴维�鲍伊演唱的经典歌曲《太空
怪人》。跑车里有一个身着黑白色

太空服的假人，仪表盘上用英文写

着“别惊慌”，而车辆电路板上印着

“由人类在地球制造”。

“真是看起来太假了。”在发射成

功后的记者会上谈到“跑车上天”时，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
克说：“也许有一天外星人会发现这辆

车，这些家伙们会怎么想呢？”

“猎鹰重型”一级共有27个发动

机，是“土星5号”登月火箭以来发射

能力最强的运载火箭。由于技术难

度高、风险大，马斯克此前曾经多次

表示，“猎鹰重型”第一次发射可能

爆炸，并称火箭只要不在发射台上

爆炸就意味着成功。

“猎鹰重型”也是一款可重复使

用的运载火箭，可将约64吨有效载荷

（相当于一架满载的波音737飞机）送

入近地轨道，发射能力是现役排第二

的“德尔塔4”重型火箭约两倍，而发

射成本只有后者约三分之一。火箭从

一开始就按照载人标准设计，有潜力

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甚至火星。

马斯克说，“猎鹰重型”具有可回

收、成本低等特点，如果取得成功，将

给火箭市场带来深远影响。

据新华社柏林2月7日电 据德国媒体报道，

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社民党）7日就联合组

阁协议达成一致，除各领域主要政策外，双方还

确定了未来政府各部门领导权在党派间的分配

情况。

根据这份协议的内容，社民党近期将组织全

党约46.4万名党员进行投票，对是否参加组阁作

出最终决定。若投票结果支持参加组阁，新一届

政府有望在3月底前组建成功。届时，德国将结

束在去年大选后一直未能组建新政府的局面。

去年9月，德国举行联邦议院选举。此后，联

盟党先同自民党和绿党尝试组阁，但未获成功。

今年1月，联盟党同社民党展开试探性组阁对话，

并于12日达成一致。21日，社民党特别党代会

以微弱优势表决通过同联盟党展开组阁谈判的

决议。26日，谈判正式启动。

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
就联合组阁协议达成一致

交通数据公司Inrix5日发

布的2017年度全球交通状况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洛杉矶连

续6年成为“全球最堵城市”。

上述调查涵盖全球38个

国家的1360个城市。报告说，

洛杉矶的司机全年人均有102

个小时堵在路上，堵车给当地

司机造成全年人均经济损失

达2828美元，整个洛杉矶的损

失总计高达192亿美元。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2017

年全球最堵的前5个城市依次

为洛杉矶、莫斯科和纽约（司

机人均堵车91小时）、圣保罗

（司机人均堵车86小时）、旧金

山（司机人均堵车79小时）。

在38个国家中，2017年泰

国以司机人均堵车56小时排

名第一，印度尼西亚以51小时

排第二，哥伦比亚以49小时排

第三，委内瑞拉以42小时排第

四，俄罗斯和美国以41小时并

列第五。该调查不包括中国、

日本、韩国、印度和巴基斯坦

等国家。 （新华）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2月6日电 巴勒斯坦政

府6日宣布组建部长级委员会，负责断绝与以色

列在政治、管理、经济、安全等领域的联系。

巴政府当天发表新闻公报说，该委员会已开

始研究与以政府脱钩的具体措施。同时，巴政府

宣布成立另一个委员会，研究使用其他货币或发

行本国货币替代巴勒斯坦目前使用的货币——

以色列谢克尔。

公报表示，这些举措有助于巴方摆脱以色列

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对巴方的控制，有助于巴方

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或欧盟等其他友好国家发

展更紧密联系。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6日电 美国国防部负

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兰德尔�施赖弗6日在国
会出席听证会时表示，美国今年将在阿富汗战场

上投入约450亿美元。

施赖弗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美

国阿富汗政策举行的听证会时说，其中约50亿美

元直接用于维护阿富汗的安全，130亿美元用于

支持在阿美军，其余经费将用来维护美国在阿军

事和后勤保障链。

在听证会上，多名参议员对特朗普政府在阿

富汗问题上的做法表示不满，指责美国在阿富汗

消耗巨额军事经费却拿不出切实有效的阿富汗

战略，导致美军至今深陷战争泥潭、阿富汗仍未

实现全面和平。

巴勒斯坦政府启动
与以色列断绝关系程序

美官员称今年在阿富汗战场
将投入约450亿美元

马尔代夫总统办公室2月6日

发表声明，欢迎最高法院撤销释放

前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等9名政
界人士的裁定。同一天，身在斯里

兰卡的纳希德借社交媒体推特发

声，寻求印度介入调停马尔代夫这

场政治风波。

分析师说，马尔代夫政治力量

间的较量本不复杂，但可能在外部

势力干涉下变得前途未卜，给定于

今年9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增添变数。

留后手

马尔代夫最高法院3名在职法

官6日说，“考虑到总统的关切”，他

们决定撤销释放前总统纳希德等9

名反对派人士的裁定。

只是，最高法院当天没有撤销

有关恢复12名政界人士议员身份

的裁定，似给马尔代夫不同政治力

量间的角力留下变数。

这些前议员一度隶属总统阿卜

杜拉�亚明领导的执政党，去年投向
反对派阵营后被执政党剥夺议员资

格。如果他们恢复议员身份，在总

计85个席位的议会中，反对派将占

据多数，可以向执政党发难。

寻外援

在这场因最高法院裁定引发

的政治风波中，纳希德无疑身处漩

涡之中。

纳希德2008年至2012年担任

马尔代夫总统。2012年2月，面对

反政府抗议，纳希德辞职。2015年，

马尔代夫一家法庭裁定，纳希德任

总统期间逮捕一名刑事法庭法官违

反了马尔代夫反恐法，判处纳希德

13年监禁。2016年初，纳希德赴英

国就医，数月后获英国政府给予的

政治难民资格，随后长期流亡英国。

纳希德眼下身在斯里兰卡。

最高法院1日作出裁定后，他在斯

里兰卡告诉媒体记者，自己“可以

也将会”回国参加定于9月举行的

总统选举。

纳希德6日借推特发帖，声称

希望印度派特使赴马尔代夫，“解

救”被捕法官和遭关押的政界人

士。他同时怂恿美国出手，阻断亚

明政府的金融交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问

题学者李青燕说，就马尔代夫这场

政治风波来说，外部力量是否介入

以及介入的方式、决心和力度，将

很大程度影响今后政局走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日再

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马

尔代夫，如近期有赴马行程，建议

取消。 （新华）

马尔代夫政治危机再发酵
马尔代夫前总统发声寻求印度介入

据新华社东京2月7日电 正在日本进行访

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7日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

谈。双方表示就强化同盟关系及继续加强对朝

施压达成了一致。

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安倍说，向世界

展示牢固的日美同盟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谈及

韩朝“冬奥外交”，他认为此前双方进行的南北对

话值得欢迎，但在朝鲜拿出放弃核武器的真挚表

态和具体行动前，仍无法期待对话取得实质进

展。他称日美双方已就“日美韩三国进一步加强

合作并以最大限度继续对朝施压”达成一致。

彭斯在记者会上也强调了美日同盟的重要

性，并表示希望两国能够继续美日经济对话。在

朝鲜问题上，他称“所有选项仍在台面上”，并表

示将与有关各方加强合作继续对朝施压直至其

停止挑衅行为为止。

彭斯于6日晚抵达日本。8日结束访日后，

彭斯将前往韩国，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会谈，

并与安倍一同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

美国副总统访日与安倍会谈
欲强化同盟加强对朝施压

环球点击

这是2月6日在匈牙利
首都布达佩斯拍摄的2018
年中国狗年生肖邮票首日封
上的小全张。匈牙利邮政公
司6日在布达佩斯发行2018
年中国狗年生肖邮票。匈牙
利邮政公司此次发行狗年生
肖邮票小全张7万枚。每枚
小全张上有4枚邮票，色彩
以喜庆的红色和金色为主。
4枚邮票上狗的图案相同，不
同之处仅在于色彩的搭配。
每枚邮票上都用中文和匈牙
利文写着“狗年”，每枚邮票
面值为400福林（约合10元
人民币）。 （新华）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6日在

其网站发布安全提示，提醒春

节期间赴法中国游客注意安

全，增强防范意识，同时注重

文明旅游，遵守法国法律法

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为确保中国游客春节期

间赴法旅行顺利，中国驻法使

馆特意提醒中国游客密切关

注法国社会治安形势，增强安

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财产安

全，积极采取相关预防措施，

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夜间尽量

不要单独出行，参观景点、商

场购物和参加户外节庆活动

时要时刻保持警觉，以免发生

意外。如遇突发事件要保持

冷静，沉着应对，理性维权，必

要时及时报警。

（新华）

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

的“芝加哥360度”观景台和温

德拉游轮公司6日宣布，2018

年将全面开通支付宝和微信

支付服务，成为该市首批引入

中国移动支付的商家。

得益于别具特色的摩天大

楼群以及密歇根湖的优美湖

景，“芝加哥360度”观景台和芝

加哥河建筑之旅，成为大部分

游客到芝加哥的必游路线。

温德拉游轮公司首席运

营官安德鲁�萨吉斯表示，密
歇根环湖游览和芝加哥河建

筑之旅都是经典的游览项目，

成立80多年的公司如今为中

国游客推出新的支付服务，必

将使中国游客获得更好的旅

行体验。

芝加哥旅游局估计，2017

年芝加哥共吸引游客5520万

人，比2016年增长了2.5％，其

中海外游客增加迅速，尤其是

来自中国的游客。 （新华）

德国联邦政府财政部5日

证实，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大屠

杀幸存者将获得德国国家赔

偿，满足条件的幸存者每人可

得到2556欧元的一次性赔偿

款。

为大屠杀幸存者争取德

国国家赔偿的组织“犹太人对

德国索取物质赔偿大会”（以

下简称“索赔大会”）5日在声

明中说，德国政府已认定，凡

1940年7月至1942年11月间

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

满足一定条件、如受过纳粹迫

害，均可申请领取赔偿。

索赔大会1951年在美国

纽约设立。据该组织统计，全

世界分散居住着大约2.5万名

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大屠杀幸

存者，最大一支居住在法国。

联邦德国（西德）1952年

与索赔大会达成第一份赔偿

协议以来，迄今已有超过80万

大屠杀幸存者获得德国政府

物质赔偿，总额超过700亿美

元。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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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可获赔

2月7日，在新加坡樟宜展
览中心举行的航展上，一名男子
在俄罗斯展位参观。

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展
于2月6日至11日在新加
坡樟宜展览中心举

行。（新华）

新加坡航展
在樟宜展览中心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