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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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出国旅游

国内外订房飞机票 出国签证

普陀山 五台山

峨眉山 九华山

八七路 8301222288735555

宝岛路 839358882717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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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有泉州经贸学院01级

04届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李雅

琳不慎遗失中等教育证书，编

号：0418220636，特此声明作

废。

兹有石狮市鹭灵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鹭灵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狮东港支

行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978003707401，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周碧珊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2017年11月12日开

具的收据，号码：00008219，金

额：151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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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
石狮市物勒工名服饰有限
公司旗下品牌：

服装、 男鞋

招聘鞋服销售人员，待遇
面议，联系方式：潘先生
13655922193

房 产 超 市
刊登地址:长福小区安置房A2幢13号
闽南地产中介店（长福招商管理处对面）
服务热线：88727170

15159596888

刊
登
请
扫
码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1-5次，50元/方块；

6-10次，45元/方块；

10次以上，35元/方块；

●每方块内容限40个字以内，

套红加收25%

综合
在建工业用地租售
位于石狮高新区
五金印刷园约25
亩。手续齐全可
直接过户，交通方
便。13788839366

石狮市灵秀路204巷19-21号店面两
间（一至二楼）。
石狮市灵秀路192-194号二至六楼。
石狮市琼林北路30号。
石狮市新华路12号。
石狮市群英北路95号。
价格面议，联系人：蔡先生，
联系电话：15959897899、88783164。
石狮市供销合作社投资运营公司

环球国际旅行社

遗失声明

人才市场

信息量大 低投入 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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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13
日通过一项提案，决定将在未来
4年内实现国内铁路全部电气化
改造。

印度铁路公司在当天的一份
声明中表示，整个铁路网的电气
化改造工作预计将于2022年前
完成，建成后印度铁路将成为环
保路网，估计柴油消耗量每年将
减少28.3亿升左右，温室气体排
放也将减少。

据了解，印度铁路是世界上
最大的铁路网络之一，运营着约
9000列客运列车，每天运送约
2300万名乘客。目前，印度境内
总长61680公里的铁路网中有
48％实现了电气化。

印度总理莫迪自上任以来一
直高度重视铁路网电气化改造，
印度政府2015年宣布在未来5年
投资1370亿美元用于推进铁路
现代化。在2017－2018财政年
度，总共有3155公里的铁路线路
实现了电气化，创下了印度单年
电气化最高纪录。 （新华）

环球点击

新华社华盛顿9月12日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12日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

美国政府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正推高美

国企业的投入成本，从而引发对企业投资和美国

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担忧。

美报告显示，今年7月中旬到8月底，各地区

储备银行辖区内的企业普遍面临成本上涨压力，

在制造业领域尤其明显。尽管企业正将部分成

本向消费者转嫁，但投入成本比销售价格上涨得

更快。

报告显示，纽约联储辖区内企业继续报告成

本普遍上涨，其中以制造业、批发贸易、教育与健

康领域最为显著。美联储最近公布的货币政策

例会纪要显示，如果未来经济数据继续向好，美

联储可能进一步加息。分析人士预计，美联储可

能在9月的货币政策例会上再次加息。

美联储调查显示
关税政策推高美企业成本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建议，

俄日在不设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

下签署和平条约，并在条约中规

定通过谈判解决俄日争端。

这一提议出乎日方意料。日

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同日强

调，日本政府先解决相关岛屿归

属问题再缔结和平条约的立场

“完全没变”。

分析人士认为，普京这一表

态意味着日本政府通过经济合作

推动解决领土争端的谋划很可能

落空。

俄突发提议
在当天举行的第四届东方经

济论坛全会上，普京在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发表演讲后说，建议双

方今年年底前在“不设任何前提

条件的情况下”缔结和平条约。

普京还强调，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他认为先缔结和平条约有助于解

决两国间过去70年未能解决的问

题。

普京所说的问题主要是指俄

日领土争端。日本北海道以北的

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被日

本称为北方四岛，在俄罗斯被称

为南千岛群岛。这些岛屿二战前

属于日本，二战后被苏联占领。

日苏两国1956年签署《日苏共同

宣言》，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

关系。宣言规定，双方将继续就

缔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条约缔

结后苏联将归还齿舞岛和色丹

岛。但此后日本一直主张四岛必

须全部归还，导致和平条约谈判

陷入僵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

为继承国实际控制四岛。

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一直

是日本政府对俄外交的敏感点和

“软肋”，也是安倍政府对俄外交

试图寻求的主要突破点。普京这

一看上去突如其来的建议让安倍

政府颇为尴尬。菅义伟12日在记

者会上强调，先解决四岛归属问

题再缔结和平条约的日方立场

“完全没变”。

日策略落空？

俄日首脑10日举行会谈，双

方刚刚通过了在四岛开展“共同

经济活动”的路线图。12日的论

坛上，安倍发表演讲时刻意展示

对俄外交成果。他回顾了2016

年12月与普京在日本长门举行

的会谈，强调双方达成的150项

合作计划中半数以上已经实现或

即将实施，盛赞两国关系“蕴含无

限可能性”，并要让这些可能性

“全面开花”。但普京随后当众提

出的这一建议显然完全出乎日方

意料。

普京这一建议迅速引发俄日

等国舆论关注和热议。据报道，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日表

示，普京提议的意思很明确，“解

决领土问题往往要花数十年时

间”。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

13日强调，俄方正主动放慢对南

千岛群岛的开发，这是“在等待日

本的决定”。他还抱怨日本在俄

远东投资太少，称第三国企业也

有可能参加南千岛群岛的开发。

关于俄方的意图，日方有诸

多猜测。不少分析人士指出，无

论普京真实意图何在，这一表态

显示俄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不会

有丝毫软化，不可能做出日方期

待的让步。日方以经济利益打开

领土争端解决空间的策略很可能

落空。 （新华）

“条约优先”打乱日本对俄外交策略

环球博览

印度将在未来4年
完成铁路电气化改造

新华社曼谷9月12日电 联合国南南合作日

活动12日在曼谷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

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大楼举行，庆祝南南合作

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200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从

2004年起，将每年的12月19日定为联合国南南

合作日，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交流发展经验，

探讨新的合作道路，结成创新型伙伴关系，启动

具体的合作计划，早日实现发展目标。2011年

12月，联大决定从2012年起将联合国南南合作

日改为9月12日，以纪念1978年的这一天联合

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大会通过《布宜诺斯艾

利斯行动计划》。

联合国机构举办
南南合作日庆祝活动

新华社布鲁塞尔9月12日电 尽管受到互联

网公司的强烈反对，欧洲议会12日投票通过了

备受关注的版权改革法案，赋予新闻出版机构一

种新型的邻接权，并加重了互联网网站对平台内

容是否侵犯版权的审查义务。

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总部，欧洲议会议

员当天通过了《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

该法案的第11条赋予了新闻出版机构一种

名为邻接权的新型权利。具体而言，如果搜索引

擎、社交网络等互联网公司在其网页上展示新闻

出版机构生产的部分内容（包括链接、标题及摘

要内容），新闻出版机构则可以依据此权利要求

互联网公司支付费用。

欧洲议会版权法案
限制互联网公司权利

蔚来汽车12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交易代码为“NIO”，成为首家登陆美
国资本市场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 （新华）

9月12日，在沙特首都利雅
得，沙特旅游及民族遗产总机构
主席苏尔坦亲王（中）在“华夏瑰
宝”文物展上参观。

由中国国家文物局、沙特阿
拉伯旅游及民族遗产总机构主办
的“华夏瑰宝”文物展12日在沙
特首都利雅得国家博物馆开幕。
这是中国文物首次大规模在沙特
展出，其中近半数展品为首次出
境。 （新华）

“华夏瑰宝”
中国文物展在沙特开幕

韩国说 韩朝正就军事领域合作展开磋商
新华社首尔9月13日电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

室室长郑义溶13日表示，为从

根本上消除可能导致韩朝双

方军事冲突的危险因素，提升

军事互信水平，韩朝正就在军

事领域开展广泛合作进行协

商并制定方案。

郑义溶在当天举行的

“2018年首尔安保对话”开幕

式上致辞时说，缓解韩朝间的

军事紧张是朝鲜半岛实现无

核化的基本前提，也为实现无

核化提供良好氛围。他介绍

说，韩朝双方正在就禁止陆、

海、空领域敌对行为，防止偶

发性武装冲突，以及在朝鲜半

岛以西海域划定和平水域等

问题展开具体磋商。

郑义溶说，南北双方此前

已就共同推进板门店非军事

区内互相试撤岗哨、解除板门

店共同警备区内武装、共同挖

掘朝鲜战争战士遗骸等军事

领域合作达成共识。同时，通

过将于本月14日在朝鲜开城

投入运转的南北共同联络事

务所，韩朝双方也将建立政府

间的长效沟通机制。

对于即将于18日至20日

在朝鲜平壤举行的韩朝首脑

会晤，郑义溶表示，届时双方

将就半岛无核化方案进行更

为深入、具体的讨论。

“2018年首尔安保对话”

12日至14日在韩国首尔举

行，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

联合国、欧盟等4个国际机构

的代表出席。除朝核问题外，

与会代表还将就海洋、网络、

能源等领域安全问题展开广

泛讨论。 （新华）

9月13日，在韩国首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溶
在“2018年首尔安保对话”开幕式上致辞。

特朗普授权 制裁干涉美国选举的行为
新华社华盛顿9月12日电 美

国总统特朗普12日签署行政令，

授权对任何外国政府、实体和个人

干涉美国选举的行为实施制裁。

根据这份行政令，在一场美国

选举结束后的45天内，美国国家

情报总监应对是否有外国政府或

个人干预这场选举进行评估，并将

相关信息报告给司法部长和国土

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

部长将在随后45天内评估干预行

为造成的影响，并就美方回应措施

提出建议。此后，美国国务院和财

政部将在此基础上决定具体制裁

措施。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家情报

总监丹�科茨在电话吹风会上对媒
体表示，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

和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是关注焦

点，这份行政令将针对任何授权、

指导、赞助或支持干涉美国选举的

行为。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说，制裁措施可能包括冻结

相关个人或实体在美资产、禁止美

国公民与其交易以及限制其使用

美国金融机构等。他说，这一行政

令并不针对特定国家。

美国情报机构2017年初公布

一份报告，认定俄罗斯干预了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俄罗斯多

次否认干涉美国选举。

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举

行，国会众议院全部435个议席和

参议院100个议席中的约三分之

一面临改选。

各界称赞中国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由中国生态环境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政府共同举办的全球气

候行动峰会“中国角”系列活动12

日在美国旧金山拉开帷幕。与会

各界代表在开幕式上表示，全球在

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正在与时间赛

跑，其中中国的“领跑”作用值得赞

赏。

美国加州州长杰里�布朗、《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

行秘书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美
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等人致辞时

纷纷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的引领作用表示赞赏，期待相关各

方继续与中国有关方面加强合作，

共同切实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布朗说，中方派出高层级代表

团参与全球气候行动峰会这一表

现就足以说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

化领域的承诺极为庄重，中国在此

领域的重要作用无论怎样强调都

不过分。在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公

布的参与者中，并未出现美国联邦

政府的身影。

作为环境保护的倡导者，戈尔

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在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领域的领导作用十分突出，

此次中方与加州政府联手在此领

域共同发挥领导作用是一个极为

重要的发展动向。他特别谈到，中

国在清洁能源投融资方面引领全

球，2017年中国在这方面的投资

额占到全球总额的近40％。

在当天“中国角”系列活动开

幕式上，英国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

环境研究所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

也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处在国际

应对气候变化这一舞台的中央，居

于世界领导地位，“中国不仅在自

我践行减排，而且还在全球大力传

递（绿色）发展的理念”。

为了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的行动，加州政府定于今年的9

月12日至14日主办全球气候行

动峰会，同期举行的“中国角”系列

活动是峰会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