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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中学 届同学联谊会初中七八
高中八O

谨定于公元2018年2月18日星期日（农历正月初三）下
午四点，在五洲大酒店二楼大厅召开石光中学初中七八、高
中八0届第十一届理监事会就职庆典暨2018年春节联谊大
会。恐通知不周，请同学互相转告，届时准时参加。

联系电话:1380855598718359531999会所:8312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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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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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妈婚介88720835

聘保姆
有从业经验，厨艺佳优先

年龄不超过50岁

1379988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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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信息量大 低投入 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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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幢出售
福利北路108号4
层 半 带 店 面
293.64m2双证齐
全17350991675

房产超市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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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10次以下,50元/每方块;

10次以上,45元/每方块;
●每方块限40个字以内,套红加收25%;

二手市场

高价收布13626059766

人才市场

婚介服务 石狮市2018年“春风行动”公益招聘月
主办：石狮市人民政府

承办：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协办：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石狮分部

服务热线：0595-88880150、0595-82661065
官方网址：海峡人才网www.hxrc.com

石狮人才网www.sshr.net

市区专场招聘会

2月27日~3月13日每周二、四8：30-16：00 地点：石狮市金盛路374号人力资源大厦三楼

场次

第一场（综合性招聘会）

第二场（文职营销专场招聘会）

第三场（纺织技工专场招聘会）

第四场（“女生节”专场招聘会）

第五场（普技工专场招聘会）

举办时间

2月27日（正月十二）（周二）

3月1日（正月十四）（周四）

3月6日（正月十九）（周二）

3月8日（正月廿一）（周四）

3月13日（正月廿六）（周二）

路线

第一条：赴南平市政和县

第二条：赴四川省岳池县

第三条：赴云南省

第四条：赴江西省

第五条：赴贵州省黔东南州

时间

2月23日-24日

2月22日-25日

2月25日-28日

3月2日-4日

3月5日-7日

省内外招聘会

据新华社首尔2月12日电
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委员长金永南率领的朝鲜高级别

代表团11日晚在首尔国立剧场与

韩国总统文在寅一同观看完朝鲜

艺术团的演出后，结束三天的访

韩行程，乘专机返回平壤。

这是朝鲜自2014年派遣高

级官员参加仁川亚运会闭幕式

以来，时隔3年多再次派出高级

别代表团访韩，也是南北关系僵

持、半岛局势复杂紧张之际韩朝

再次借助“体育外交”开启破冰

之旅。

朝鲜高级别代表团9日抵达

韩国仁川机场，参加在韩国平昌

举行的第23届冬季奥运会开幕

式。代表团成员包括作为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特使访韩的朝鲜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

与正、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长崔辉、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

员长李善权。

9日晚，朝鲜代表团出席平昌

冬奥会开幕式，文在寅与金永南

亲切握手。开幕式上，韩朝体育

代表团身着统一的白色队服，手

中高举“朝鲜半岛旗”，伴随传统

民谣《阿里郎》，在全场观众的热

烈欢呼中共同步入会场。这是继

2007年中国吉林长春举行的亚洲

冬季运动会后，朝韩再次携手入

场。

10日，文在寅在青瓦台会见

朝鲜代表团并共进午餐。金与正

在会见中向文在寅转交了金正恩

关于改善朝韩关系的亲笔信，并

转达了他对文在寅访问朝鲜的口

头邀请。文在寅表示，希望今后

创造条件，实现访朝。朝方代表

团访韩让平昌冬奥会成为和平奥

运会，使之成为缓解半岛紧张局

势、构建和平、改善双方关系的契

机。他还强调，为实现南北关系

发展，一定需要朝美之间尽早对

话，望朝方能积极与美国展开对

话。

双方还达成共识，将努力把

朝鲜半岛和平和解的氛围延续下

去，促进南北间对话和交流合作。

韩朝曾于2000年和2007年

两次实现首脑会晤，并就实现民

族统一和开展各领域合作先后两

次签署共同宣言。2008年李明博

政府上台后，放弃对朝“阳光政

策”，转而采取强硬路线，韩朝关

系一度持续恶化。

朝鲜代表团访韩期间，文在

寅还与代表团一同观看了韩朝女

子冰球联队对阵瑞士队的比赛。

观众席上，身着红色队服的朝鲜

拉拉队高喊“我们是一家人”的口

号，热情洋溢地唱着朝鲜歌曲，为

韩朝联队加油助威。这也是韩朝

时隔27年再次组成联队参加国际

大型体育赛事。而朝鲜艺术团在

江陵和首尔为平昌冬奥会举行的

两场演出，现场气氛十分火爆，欢

呼声、掌声不绝于耳。

去年6月，文在寅在会见到访

的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朝鲜官员时

首次表达了欢迎朝鲜参加平昌冬

奥会的立场。今年元旦，金正恩

在新年贺词中首次表示有意派遣

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1月9

日，朝韩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会

谈，就朝方参加平昌冬奥会、双方

举行军事部门会谈等事项达成一

致。这也是2015年12月韩朝副

部长级会谈之后时隔两年多首次

举行政府间会谈。

外界普遍认为，借平昌冬奥

会的契机，朝鲜派出包括金正恩

特使在内的重量级代表团，同时

派出涵盖体育、文化等领域的大

规模代表团访韩，显示出朝鲜对

打破朝韩僵局的诚意，释放出民

族和解的善意信号，有利于缓解

地区紧张、进一步推动半岛对话

与和平进程。

国际视窗朝鲜代表团结束访韩 韩朝关系破冰回暖

环球点击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2月12日电 俄罗

斯紧急情况部网站12日凌晨发布新闻公告说，11

日下午在莫斯科州坠毁的安－148客机上载有两

名外国乘客，分别是瑞士籍和阿塞拜疆籍。

另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领事部向俄紧急

情况部了解，目前从失事客机的乘客名单来看，

该飞机上应没有中国乘客。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对此次空难进行刑事

立案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表示，坠机现

场搜寻和侦查工作将不间断进行，持续数昼夜时

间。

这架失事飞机属于俄罗斯萨拉托夫航空公

司，11日下午计划从莫斯科飞往俄西南部城市奥

尔斯克，客机起飞后不久在莫斯科市东南方向距

机场约35公里的斯捷潘诺夫斯科耶村附近坠

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和65名乘客全部遇难。

俄确认失事客机上
载有两名外国乘客

2月10日，在阿根廷布宜诺
斯艾利斯举行的中国春节庙会
上，观众拍摄舞龙画面。

10日至11日，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国家公园广场——中国

春节庙会现场人头攒动，上万人
参与。春节庙会是布宜诺斯艾
利斯市政府和中国驻阿根廷使
馆合作举办的阿根廷“欢乐春
节”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是除中

国本土之外规模最大的海外春
节庆祝活动，已拓展至文艺演
出、文化集市、民俗展示和焰火
表演等多个方面，被市政府列入
“布宜诺斯艾利斯庆典”系列活
动，成为阿根廷本土知名文化庆
典品牌。 （新华）

中国春节庙会成阿根廷首都“新节日”

阿联酋迪拜有关方面11日

宣布，目前全世界最高的赫沃拉

酒店12日迎来首批客人，正式开

始运营。

赫沃拉酒店高356米，有75

层楼，是座闪闪发亮的金色建

筑。酒店有528间客房，4个餐

厅，设有室外泳池、健身中心、豪

华水疗、名牌服装店等休闲购物

设施。

法新社报道，赫沃拉酒店以

1米优势，击败前“冠军”JW万豪

侯爵酒店。不过，赫沃拉酒店在

JW万豪侯爵视野所及之处。

迪拜将于2020年主办全球

贸易博览会。有关方面希望在那

之前，每年能吸引2000万游客前

去观光。 （新华）

迪拜世界最高酒店开张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2月12日电 俄罗

斯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12日报道，俄罗斯防空

反导部队日前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成功试射新型

反导导弹。

报道援引俄防空反导部队副司令安德烈�普
里霍季科的话说，该型反导导弹可以对敌方单一

导弹、集群导弹进行反制，还可以对敌方新一代

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反制。

防空反导部队是俄空天军所属的一支重要

力量，主要负责保护莫斯科免受来自敌方天空和

太空的打击，并在俄早期预警雷达系统和航天器

监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俄成功试射
新型反导导弹

据新华社巴格达2月12日电
伊拉克重建国际会议12日在科威

特开幕。这是伊拉克取得打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胜利后举行的

首次伊重建国际会议。

会议由科威特、伊拉克、联合

国、欧盟和世界银行五方共同主

持，共有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千余家企业

和社会组织参与讨论伊拉克重建

议题。

伊拉克重建包括哪些内容？

目前面临哪些挑战？

880亿——2014年以来，伊政

府军与“伊斯兰国”的战事给冲突

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民众财产造成

了巨大破坏，完成伊拉克的重建需

要约880亿美元。

157个——伊拉克政府将在会

上提出157个大中型投资项目，涵

盖铁路、机场、医院、住房和炼油厂

等建设领域，其中包括摩苏尔机场

重建项目及巴格达地铁线路建设

项目。据了解，这157个项目并不

局限于战事破坏地区。此外，伊拉

克政府还将在会上提出一个到

2030年的国家建设总框架，以期翻

开国家经济发展新篇章。

13.8万和180亿——约13.8万

套房屋在战事中受损，其中半数被

完全毁掉，家园被毁和没有收入来

源是流离失所平民返乡的主要障

碍。仅住房领域的重建就需要180

亿美元资金。

1100万和2.5亿——伊拉克重

建需要清理1100万吨废墟，主要

是战事中被炸毁的房屋废墟。此

项工作需花费2.5亿美元。

150起和50起——2014年以

来，在伊拉克已发生150起针对教

育设施的袭击和50起针对卫生设

施的袭击。目前，伊拉克境内一半

学校需要修复。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呼吁国际社会尽快帮助伊拉克

儿童重建需要的基础设施，并提供

公共服务。

335万和247万——2014年1

月至2018年1月31日间，伊拉克

共有约335万流离失所平民返乡，

但同时，仍有超过247万平民无家

可归，其中约76万人来自战事最

为惨烈的尼尼微省。

300万和90％——2014年至

2017年6月间，伊拉克境内有300

万儿童不能有规律地接受教育，

120万儿童失学，而在受冲突影响

地区，儿童失学率超过90％。

伊拉克战后要重建 需要880亿美元

外媒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

罗宣布将向800万委内瑞拉人，

每人发放70万玻利瓦尔（相当于

3美元）的“狂欢节补贴”。

报道称，马杜罗政府2017年

9月以开学为契机向300多万户

家庭发放25万玻利瓦尔的补贴，

随后这种直接发放补贴的做法似

乎就被确定为一项国家政策，政

府又先后将8项“保护性补贴”放

入了那些已经申领“祖国卡”的民

众的账户中，民众需通过手机扫

描“祖国卡”背面的二维码来领取

补贴。根据官方统计数据，目前

已有1650万委内瑞拉人申领了

“祖国卡”这一新的身份证。

通过这样的方式，民众已经

领取了金额均为50万玻利瓦尔的

“圣诞补贴”和“三王节补贴”、70

万玻利瓦尔的孕妇补贴以及100

万玻利瓦尔的新生儿补贴等。

报道称，委内瑞拉信息部表

示，设立这一补贴体系是为了应

对美国政府为破坏委内瑞拉人民

生活质量而实施的金融封锁。

（新华）

委内瑞拉发放狂欢节补贴

据新华社洛杉矶2月11日电 美国警方11日

发布声明说，一架观光直升机10日傍晚在亚利桑

那州大峡谷上空飞行时坠毁，机上3人死亡、4人

重伤。

声明说，当地时间10日17时20分（北京时间

11日9时20分）左右，一架隶属帕皮利恩航空的

EC－130直升机坠毁于亚利桑那州大峡谷景区内

“军需官峡谷”。

记者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了解到，失事观

光直升机上没有中国乘客。

目前交通安全和飞行安全部门正在调查事

故原因。

美国大峡谷观光直升机坠毁
致3死4伤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

网消息，位于太平洋的北马里亚

纳群岛附近海域北京时间12日7

时14分发生6级地震，目前尚无

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道。

消息说，地震发生在北马里

亚纳群岛罗塔东南136公里处，

震中位于北纬 13.8度、东经

146.41度，震源深度为10公里。

北马里亚纳群岛拥有美国联

邦领土地位，首府是塞班岛。

（新华）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2月12日电 巴勒斯坦卫

生部12日宣布，由于医院清洁工人持续罢工，加

沙地带医疗机构手术室已陷入瘫痪状态。

记者从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了解到，由于连续

数月未领到工资，来自加沙地带13家医院、51家

初级保健中心和卫生部下属22个机构的清洁工

人从11日开始罢工，导致这些医疗机构内的污染

物堆积无人清理，200台手术不得不因此推迟。

据悉，加沙地带800多名巴卫生部医疗机构

的清洁工人已连续5个月无法领到工资。

12日上午，加沙地带最大医院——谢法医院

的数十名医生举行示威活动，要求解决清洁工人

罢工问题。此外，加沙地带的商人、卡车司机等

各行业人员近日也多次罢工，抗议封锁导致的经

济恶化，要求改善生活条件。

医院清洁工人罢工
加沙地带手术室瘫痪

北马里亚纳群岛海域发生6级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