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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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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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聘
摩托车送货，自带车

1875914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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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招
塑料业务员多名。

有意者电话联系

13559578889

诚聘
服装销售店员，

成品仓管（会开车）：

全部外派广州

13802725799蔡小姐

诚聘
成品仓管，靓仔裤车间承包，

杂工，副裁18965789119

五金辅料
会计，跟单，文员，接单，

男业务，司机15860553888

佳美
石材护理

新房外墙地毯清洗

15905024685

刘大妈婚介88720835

兹有武夷学院国际贸易

专业学生黄文君不慎遗失毕

业证书，编号：

103971200706001990，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张凤（2-1212）不慎

遗失石狮泰禾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装修押金收据，WY：

0001229，金额：2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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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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凯鑫凯烨服饰
招样衣工；成品仓管；车间
发货；质检员；客服；仓管助
理。电话：15759899938
地址：灵秀创业园1路29号

房产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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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
整幢出售

福利北路108号4
层 半 带 店 面
293.64m2双证齐
全13805910225

珍本堂桑黄茶——只是一款好喝的茶
近日有代理商宣称珍本堂桑黄茶对癌症、痛风、三
高、糖尿病、脂肪肝、乳腺增生、子宫肌瘤、静脉曲
张、肠胃炎等疾病具有明显改善功效，在此，本公
司郑重声明，珍本堂桑黄茶可增强人体免疫力，但
不具有具体治疗作用，消费者饮用后身体出现好
转变化均属意外惊喜！所有代理商严禁夸大产品
功效！特此声明！咨询热线：18960239808兰姐

吉林珍本堂健康产业集团
2018年4月16日

郑重声明

泉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招聘
泉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因业务发展
需要向社会公开招聘：
一、拟聘岗位
从事福利彩票中福在线销售管理工作
石狮市东港路中福在线销售厅管理员
2名；
二、招聘要求
1、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具有较强的
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具备
较强市场分析、营销、推广能力；
2、男女不限,年龄18周岁以上，品学
兼优五官端正，能熟练用普通话与闽
南话交流；能自行解决住房，无任何犯
罪记录或不良嗜好；
3、有责任心，具有吃苦耐劳、乐于奉
献、爱岗敬业的福彩精神。

三 工作地点
石狮市东港路653号店；
四、招聘待遇
试用期二个月，经考核合格，按劳动法
相关规定办理用工合同。工资福利待
遇优厚，具体面谈。
五、应聘办法
1、报名材料：简历、户口本、身份证、学
历证书（原件）
2、联系人：小朱、小潘
联系电话：
0595-28229700 0595-28229860
3、应聘地点：泉州市丰泽区东湖街121
号金贸大厦A栋301福彩中心

泉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4月16日

石狮市远达五金制品公司
搬运安装工、普工、二氧保
护焊工、持上岗证小货车
司机、钣金折板工、会计
13905059758

豪沙邦尼裤业诚聘
1.总经理助理1名。 2.品质总监1名。
3.成品仓库主管1名。 4.会计1名。
5.统计理单1名。 6.后道主管1名。
联系人：黄先生 电话：15906072111

泰王服饰诚聘
流水组长，监狱跟单员，
跟单员，样衣工，总检，财
务助理，生产统计，文员。
联系电话：
15880920939李生

璐婷美内衣
招聘导购10名,
店长5名,文员2名,
仓管2名,美工2名,
待遇优。8835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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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市场
家政服务

婚介服务 遗失声明

叙利亚当地时间14日凌晨，

美国等国对叙首都大马士革发起

军事行动。7日发生的疑似“化学

武器袭击”事件真相未明，美国为

何急着对叙利亚动手？分析人士

指出，美国之所以主导发动此次

袭击，有国内、国际多重原因。

首先，叙利亚局势发展迫使

美国出牌。

叙利亚内战7年多来，巴沙尔

政府非但没有被美国支持的反政

府武装打垮，还逐步取得了战场

主动权。美国不愿看到巴沙尔政

府扩大战果，稳固政权，因而不得

不出手。

不过，卡内基中东中心主任

玛哈�叶海亚说，美国等西方国家
通过军事手段推翻巴沙尔政府的

时机早已过去，美国去年的导弹

袭击也毫无效果。她说，相关各

方广泛参与的外交谈判才是唯一

出路。

第二，美国外交鹰派得势。

化学武器是奥巴马政府划定

的对叙进行军事干预的“红线”。

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战争的

教训在前，奥巴马坚持主张不让

美国陷入叙利亚危机。但这一对

叙政策饱受国内共和党鹰派诟

病，这些人一直主张对叙动武。

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外交和

安全团队经历多轮变动，候任国

务卿蓬佩奥外交立场强硬，而上

任不久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则是知名“鹰派”人物。化

学武器既是“红线”，也是打击叙

利亚的借口。咬住这一借口，博

尔顿已经展示其“战争鹰派”的做

派。

第三，实施排除异己的中东

新战略。

特朗普政府的新版《美国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描述了其中东

政策的大致方向，即“美国不希望

中东被任何敌视美国的势力所主

导”。在美国眼里，这里的敌视势

力自然包括俄罗斯与伊朗。

特朗普政府执政一年多来，

在中东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包括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启

动使馆搬迁计划，多次威胁退出

伊核协议，加强同沙特的同盟关

系等。此次叙利亚疑似“化学武

器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立即同

时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伊朗，指

责二者是叙利亚的背后靠山。

叶海亚分析，美国此举不仅

是打击叙利亚，同时也是打压伊

朗，但她认为，美国还不会直接对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动

手。

第四，转移国内政治压力。

目前，特朗普面临团队人员

不整、“通俄门”调查步步紧逼的

困局。

在自身团队方面，特朗普上

任一年多来，核心团队接连换人，

尤其是今年3月更换了国务卿和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随着博尔顿

走马上任，团队继续面临人事洗

牌，国土安全与反恐助理托马斯�
博塞特、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纳

迪娅�谢德洛的辞职，让特朗普外
交安全核心团队再度减员。

在外部压力方面，针对特朗

普的调查仍在深入。特朗普私人

律师迈克尔�科恩的办公室、住所
等9日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FBI）

的调查。特朗普对此事的反应异

常强烈。批准FBI搜查的是司法

部副部长罗森斯坦，“通俄门”调

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正是由罗森

斯坦任命。

目前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

主党人在各州摩拳擦掌欲夺回失

地。特朗普在国内可谓是前有路

障、后有追兵。从这一局面看，一

场迅速且简短的海外军事行动是

转移国内矛盾和焦点的有效手

段。 （新华）

美国为什么急着对叙动手 国际视窗

新华社东京4月14日电 约3万名日本民众14

日在位于东京的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近期

日本政府被曝光的多项丑闻，要求首相安倍晋三及

其内阁集体辞职。

参加集会的人群挤满了国会正门附近及周边

所有道路。据集会组织方介绍，参加集会人数大约

有3万人。他们手举“弄清真相”“安倍下台”等标语

牌，齐声高呼“绝不允许公器私用”“彻底追究篡改

文件责任”等口号。

近期，日本政府连续曝出多项丑闻，安倍内

阁支持率持续下跌。时事通讯社13日公布的民

调结果显示，内阁支持率为38.4％，不支持率为

42.6％。

3月12日，日本财务省承认篡改森友学园“地

价门”相关审批文件，包括删除首相夫人安倍昭惠

及多位政治家的名字。4月2日，防卫省突然宣布

找到了曾经声称“不存在”的自卫队伊拉克行动日

志，被怀疑刻意隐瞒日志的存在。4月13日，农林

水产大臣斋藤健证实找到了一些相关文件，这些文

件增加了安倍为好友“以权谋私”的嫌疑。

东京民众集会
抗议要求安倍下台

安理会未通过谴责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的决议草案
新华社联合国4月14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14日未能通过由俄

罗斯起草的旨在谴责对叙利亚进

行军事打击的决议草案。

这份决议草案的内容包括“谴

责美国及其盟国违反国际法及《联

合国宪章》，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进行侵略的行径”，以及要求美

国及其盟国“立即停止对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的侵略，避免今后再次

发生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使用武力的行为”。

当天在表决时，安理会15个

成员中的3个投赞成票，8个反对，

4个弃权。该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在投票前安理会召开的叙利

亚局势紧急会议上，俄罗斯常驻联

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指责这次
军事行动是“国际舞台上的流氓行

为”。他说，这次军事行动将使叙

利亚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恶化。

俄罗斯总统普京14日表示，

美国及其盟友对叙利亚进行军事

打击是侵略行为，俄罗斯对此予

以强烈谴责。

美副总统称已做好再次打击叙利亚的准备
美国副总统彭斯14日在秘

鲁首都利马说，美国政府已经

做好再次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准

备，并将应对叙利亚及其盟国

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

正在利马出席第八届美洲

国家首脑会议的彭斯对记者

说，美法英三国联合进行的对

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取得了“极

大成功”，打击了叙利亚进行化

武攻击的能力。

当被问及为何美国不等有

关叙利亚化武事件调查开启就

采取军事打击，彭斯说，“美国

确信叙利亚政府进行了化学武

器袭击”。他说，叙利亚巴沙尔

政府如果再次使用化学武器，

将为此付出“极大代价”。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

东古塔地区日前据称发生“化

学武器袭击”事件。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事件发生后多次威胁

要对叙政府动武。美国东部时

间13日晚，特朗普宣布，已下

令美军联合英国、法国对叙利

亚军事设施进行“精准打击”。

叙利亚外交部14日发表声

明说，叙政府强烈谴责美国、英

国和法国对叙发动导弹袭击，

这一袭击再次表明美英法对国

际法的蔑视，此举将加剧世界

紧张局势、威胁国际和平与安

全。叙政府还敦促国际社会谴

责美英法对叙的此次袭击。

（新华）

环球博览

新研究：鱼油对干眼症
无明显治疗效果

通常人
们认为，鱼
油中富含欧

米茄－3脂肪酸，对干眼症有一定
的辅助治疗作用。然而，美国一项
最新研究结果推翻了这一认知。

据发表在新一期美国《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报告说，由美
国国家眼科研究院资助的一支独
立研究团队招募了535名志愿者，
他们均患有中度至重度干眼症，
且患病时间至少达半年以上。

研究人员将测试对象分为
两组：其中349人每日服用3克从
鱼类中提取的欧米茄－3脂肪
酸；另外186人则作为对照组，每
日仅服用安慰剂，即5克橄榄油。

所有受试者仍可继续使用
干眼症治疗药物。一年后，研究
人员发现，两组研究对象的干眼
症改善程度没有显著差异。由
此可见，服用欧米茄－3脂肪酸
对干眼症并无明显治疗效果。

（新华）

新华社大马士革4月14日电 叙利亚军方14日

发表声明，宣布全面收复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

区。

声明说，随着最后一批反政府武装撤离东古塔

地区杜马镇，政府军现已全面解放东古塔，“军方取

得重大胜利，整个东古塔地区的恐怖主义被清除”。

声明说，目前拆弹小组正在清除武装分子留在

广场和街道上的爆炸物，为下一步政府军进驻及民

众返乡做准备。军方在杜马发现了大量地道和武

器弹药制造场所，还发现一些粮仓，储存着本应分

发给民众的食物。

根据叙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伊斯兰军”达成

的协议，“伊斯兰军”承诺从其据点杜马撤离，前往

叙北部阿勒颇省的杰拉布卢斯，同时释放扣押人

员。

叙利亚军方宣布
全面收复东古塔地区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4月14日电 土耳其交通、

海事和通信部长艾哈迈德�阿尔斯兰日前对媒体表
示，正在建设中的伊斯坦布尔新机场预计将成为世

界新航运中心。

阿尔斯兰说，因为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经济

的发展，全球航空业重心已转向世界东部。自身航

空业快速发展以及地理位置独特促使土耳其成为

这一进程的参与者，也凸显了伊斯坦布尔新机场的

重要性。

阿尔斯兰说，新机场一期工程已完成85％，新

机场定于今年10月投入使用，届时年旅客吞吐量将

达9000万人次。工程全部完工后，新机场年均客流

量可达2亿人次，并具备服务超过100家航空公司

的能力。

伊斯坦布尔新机场是该市第三座机场，占地面

积7650万平方米。新机场工程耗资120亿美元，有

望提供22.5万个就业岗位。

土耳其期待伊斯坦布尔新机场
成为世界新航运中心

假如真有化武
我们怎么可能还站在这里？
——来自叙利亚人的追问

4月14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
拜尔宰区，科研中心制药和化学工
业发展部主任赛义德在遭袭的科
研中心前接受媒体采访。

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北部
的拜尔宰区，一处科研中心成为14
日凌晨美英法军事打击叙利亚的目

标之一。袭击发生后，记者看到成片
的建筑已沦为废墟，浓烟依旧弥漫，
像是一座正在焚烧的大垃圾场……
“假如真有化学武器，我们怎么可能
还站在这里？”站在废墟旁，该科研中
心制药和化学工业发展部主任赛义
德发出这样的质问。 （新华）

俄外长说俄前特工“中毒”案样本含北约失能性毒剂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4

日在莫斯科说，俄方通过秘密渠

道获得的信息显示，禁止化学武

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所提取分析

的俄前特工“中毒”案样本含有北

约国家使用的失能性毒剂“毕

兹”。

据拉夫罗夫介绍，禁化武组

织称其专家在案发现场提取了含

有毒物的样本，该组织随后将这

一样本转交给位于瑞士施皮茨市

的“放射、化学与细菌学研究中

心”进行检测。

拉夫罗夫说，这家瑞士研究

机构于3月27日完成检测后向禁

化武组织报告说，“样本中含有残

留的失能性毒剂‘毕兹’及其制作

原料。‘毕兹’属于具有神经麻痹

作用的二级化学武器，它能使人

暂时性昏迷。‘毕兹’在投放30分

钟至60分钟后会毒性发作，所产

生的人体中毒效果会持续4天。

这种毒剂的配方由美国、英国和

其他北约国家军方掌握，苏联和

俄罗斯没有研制和储存过有这种

功能的毒剂”。

拉夫罗夫说，俄前特工和他

的女儿康复过程符合“毕兹”中毒

后的恢复进展。然而，禁化武组

织本月12日发布的“中毒”案调查

结论中对瑞士专家上报的“毕兹”

只字未提。俄方不明白的是，为

何关于“毕兹”的这些具有颠覆结

论性的信息被最终忽略。

禁化武组织12日发布公报

称，该组织已完成英国索尔兹伯

里神经毒剂事件相关样本分析，

确认了英国政府的分析结果。英

国政府此前认定，这一事件中使

用的是军用级别化学毒剂“诺维

乔克”。但是，公报并未指出化学

毒剂的名称和结构，只表示该组

织呈交给所有缔约国的非公开报

告中包含相关信息。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