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5日，在印度
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栋
加拉县，灾民在房屋废
墟中寻找可用物品。

印尼中苏拉威西省
9月28日发生强烈地震
和海啸，目前已造成
1407人死亡。 （新华）

印尼
地震海啸
灾区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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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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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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顺
电器城诚聘小车送货员、跟车

送货员13906992429蔡

转让
低价转厨房设备，健身器材，

音响，西餐餐具

13600741816林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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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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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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
出售

石狮新湖福利北路
94号（湖内服装市
场），店面一到五层，
狮城电影院对面。
联系电话：
吴15695950068

套房出售
石狮兴进豪园11号
楼二楼套房155㎡出
售，精装修，家具家电
齐全。
林先生 18105083163

套房 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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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招租
石狮旧收费站北侧厂
房单层1500平方米
层高6米，水电配备
齐全交通便利
13559078697李先生

二手市场

人才市场环球国际旅行社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财政
部近日印发《财政部贯彻落实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财政系

统保障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全面

工作安排。

意见强调，要准确把握支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围绕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和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与《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相

衔接，着力构建完善财政支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和体制

机制，确保投入保障到位、政策落

实到位、机制创新到位、监督管理

到位、职能发挥到位。

意见提出了建立健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多元投入保障制度、构

建完善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政策体系、着力提升财政资金管

理水平和政策成效、切实加强组织

保障等4个方面内容。具体包括

完善农业农村投入优先保障机制、

创新乡村振兴多渠道资金筹集机

制、加快构建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长效机制、大力支持农业高质量

发展、大力支持乡村绿色发展、大

力支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动建立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全力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全

面实施财政涉农资金绩效管理、切

实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监管等15项

政策内容，明确了具体任务措施和

分工安排。

意见明确，各级财政部门要始

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

重中之重，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

出的优先保障领域，公共财政更大

力度向“三农”倾斜，确保投入力度

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确保财

政投入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

应，坚持绩效导向、加强管理，将财

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管理与支持

乡村振兴工作的实际成效紧密结

合起来，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坚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

兴之路。

财政系统将积极落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新华社安卡拉10月4日电 据中国驻土耳其

大使馆消息，一辆载有4名中国游客的小轿车4

日在土耳其中部阿克萨赖省发生车祸，造成中国

游客1人死亡、3人受伤。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领事官员告诉记者，事

故发生在当地时间4日下午3时许。4名中国游

客当天从阿克萨赖省省会阿克萨赖市包车前往

热门景点卡帕多基亚，途中与一辆车迎面相撞。

小轿车上当时共有5人。1名中国游客不幸

遇难，3名中国游客和开车的土耳其司机受伤，伤

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工作人员正在赶赴事

发地协调伤者救治工作。事故原因尚待进一步

调查。

中国游客在土耳其遭遇车祸
1死3伤

国际视窗

社会广角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日前依法对梨树县刘
家馆子镇东五家村原村书记李学
华等9名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一审公开宣
判，李学华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5
年。

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
决认定，以李学华为组织领导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于2006年至
2017年1月间，在梨树县刘家馆
子镇组织同案被告人大肆实施有
组织违法犯罪活动，先后实施聚
众冲击国家机关、非法采矿、盗伐
林木、寻衅滋事、非法占用农用
地、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
罪活动，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和
社会秩序。

法院认定被告人李学华犯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
冲击国家机关罪、诈骗罪、敲诈勒
索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25
年，其他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20年至1年6个月不等有期徒
刑。宣判后李学华等人不服判
决，当庭表示上诉。 （新华）

吉林四平一涉黑村书记
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5年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10月4日电 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4日表示，土耳其将在叙利亚保持军事

存在，直到叙利亚举行选举。

埃尔多安当天在伊斯坦布尔一活动上回答

关于土军何时撤离叙利亚的提问时说：“叙利亚

民众什么时候举行选举，我们就把叙利亚留给其

所有者。”

过去两年，土耳其数次在叙利亚北部采取军

事行动，控制了包括阿夫林在内的一些叙利亚城

镇。根据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三方达成的协

议，土耳其军方还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建立了12

个观察点。

9月29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

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穆阿利姆要求所有未获叙

政府允许入境叙利亚的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撤

出。

土耳其总统称土军将留在
叙利亚直至叙举行选举

新华社耶路撒冷10月4日电 正在以色列访

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4日表示，德国支持通过“两

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

默克尔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在耶路

撒冷举行会谈。她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

上说，德国将继续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

冲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建犹太人定居

点的行为会使“两国方案”难以实现。她表示，她

将就巴以和平进程问题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进行沟通。

在伊朗问题上，默克尔表示，德国赞同以色

列的立场，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伊朗获取核

武器，但在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途径方面，德

以双方意见并不一致。

德国总理表示支持通过
“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

新华社莫斯科10月4日电 俄罗斯“联盟

MS－08”飞船4日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成功着陆，

在国际空间站工作了半年多的俄美3名宇航员搭

乘飞船安全返回地球。

俄地面飞行控制中心发布消息说，飞船于当

地时间17时44分许（北京时间19时44分许）在

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甘市附近一处空旷地区成

功着陆。3名宇航员状态良好。

返回地面的3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

奥列格�阿尔捷米耶夫以及美国宇航员安德鲁�
福伊斯特尔和理查德�阿诺德。他们在此次任务
的190多天时间里开展多项科学实验。其中，两

名美国宇航员完成了3次太空行走，阿尔捷米耶

夫与空间站另外一名俄罗斯宇航员也完成一次

太空行走。目前国际空间站还有3名宇航员。本

月11日，俄美宇航员还将搭乘俄“联盟MS-10”飞

船前往国际空间站。

俄美宇航员搭乘
“联盟MS－08”飞船返回地球

迄今最大规模的中国人基因组测序完成
新华社华盛顿10月4日电

中国研究人员领导的一个国际

研究团队4日说，他们完成了迄

今最大规模的中国人基因组测

序和分析，有助于揭示基因与生

育的联系以及了解中国人口基

因结构。

这项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细

胞》杂志上的研究显示，深圳华

大基因研究院用“无创产前基因

检测”技术收集了超过14万名

中国孕妇的部分基因组样本。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是对孕妇

少量游离DNA进行测序以检测

染色体异常的一种技术。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的

测序对象约占中国总人口的万

分之一，除汉族外还覆盖了36

个少数民族。研究确认了与身

高和身体质量指数（BMI）等表

型有关的新的遗传位点，还发现

了中国人基因组中独特的病毒

DNA分布。测序结果还显示，中

国人拥有一些印度人、东南亚人

和沿古丝绸之路上的欧洲人中

常见的遗传变异。

研究发现，一个叫NRG1的

基因变异情况与孕妇生双胞胎

的概率有关。此外，有一个基

因的变异与孕妇血液中疱疹病

毒6型浓度高有关，后者是导致

婴儿出现“蔷薇疹”的常见原

因。

论文共同作者、华大基因研

究院院长徐迅说，尽管“无创产

前基因检测”是低通量测序，但

测序对象基数大，因此上述数据

仍有助于对中国人口基因结构

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论文共

同作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

克利分校综合生物学教授拉斯

穆斯�尼尔森说，能获得这么大
的样本量，找出基因变异与人类

特征间的关联，这很了不起。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因贪腐被判15年有期徒刑
新华社首尔10月5日电 韩国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5日对前总统

李明博涉嫌贪污受贿一案进行一

审宣判，判处李明博15年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130亿韩元（约合

7897万元人民币）。

法庭认定，李明博是汽车零

部件制造企业DAS公司的实际所

有人，曾指令这家企业的人员设

立“贪污基金”，并借这一企业开

展诸多不法活动。法庭还认定，

李明博曾收受三星电子公司贿

款，用于支付DAS公司在美国一

项诉讼案的费用。

韩国检方此前以贪污受

贿、滥用职权、逃税等16项罪名

起诉李明博，指称李明博涉嫌

非法侵吞349亿韩元（约合2.12

亿元人民币），要求法庭量刑20

年。

法庭裁定李明博非法侵吞

240亿韩元（约合1.46亿元人民

币），对检方主张的其余金额因证

据不足未予支持。

当天庭审面向韩国全国电视

直播，李明博以“身体原因”为由

没有出席。

李明博生于1941年，2008年

至2013年任韩国总统。一审获刑

后，他成为继全斗焕、卢泰愚、朴

槿惠之后韩国第四名遭刑事定罪

的前总统。

记者从河北省定州市委有关
部门了解到,近日当地发生一起
儿童坠井事件,一名4岁儿童不慎
坠落近20米深的水井中,历经多
个部门十多个小时的全力营救,
目前该儿童已脱险。

10月3日下午,当地高蓬镇
马村一儿童玩耍时不慎掉入自家
井中。事发后,家属立即报警,后
定州市组织消防、公安、120及辖
区相关工作人员相继赶往现场,
开展了一场与时间和生命赛跑的
生死大营救。据介绍,男孩坠入
的井直径不足40厘米,消防队员
赶到现场后,启用救援设备,迅速
采取了输氧等一系列专业救援手
段,确保坠井孩子安全及体力支
撑。因井口狭小,而且旁边均为
村民房屋,阻碍了救援的开展,见
此情况,市里迅速调来救援机械
设备10余辆进行开挖救援。

此外,当地有关部门联系到
了蓝天救援队,救援队赶到救援
现场后,在前期破挖的基础上,连
续奋战并在10月4日凌晨5:30左
右,将落井孩子成功救出。出井
时,孩子意识清醒，被送上120急
救车,赶往定州市人民医院接受
检查治疗。 （新华）

河北定州4岁儿童
掉入20米深井获救

国庆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国庆假期进入第五天，全国交

通返程压力逐渐增大。交通、应急

管理等部门加大运输组织、服务和

安全督查力度，确保节日期间出行

和生产生活安全平稳有序。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

4日，全国铁路开行列车8243列，

其中加开列车467列，共发送旅客

129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3%。

5日，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

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15万人

次。从9月28日全国铁路国庆假

期旅客运输方案正式启动以来，铁

路旅客累计发送人数将突破1亿

人次。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

门优化运输组织，加大运力投放，

落实便民利民服务举措。郑州局

在郑州东站设置“云服务终端”，旅

客通过该设备可获取站内导航、视

频问询、免费通话等服务；武汉局

将宜昌、麻城等热门方向24列动

车组重联开行，最大限度增加运输

能力；西安局加开列车54列、重联

动车组8列，满足前往成都、兰州、

太原、华山等方向运输需求。

全国道路交通陆续迎来返程

高峰。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