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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或欲为配备正规航母
“正名”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
可能会以西南岛屿防卫为名，将出
云级直升机驱逐舰改造为能够搭
载战斗机的正规航母，并探讨将相
关内容写入年底即将改写的《防卫
计划大纲》。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希望
通过修改防卫大纲，让拥有航母正
式成为日本防卫策略的一环，这反
映出日本防卫理念的变化。

因存在违反“专守防卫”原则
的争议，日本政府此前一度放弃将
“航母化”内容写入新防卫大纲，但
近期日本政府态度发生变化。
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指
出，“跨域”防卫理念显示日本政府
欲使自卫队从“垂直”和“水平”两
个维度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限
制。这意味着自卫队不仅将在传
统的海陆空之外涉足太空等更多

环球博览

新领域，还将加速与美军的“一体
化”进程，进一步扩大在海外的行
动范围。“跨域”防卫理念可能成为
日本拥有航母的理论基础。由于
日本“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不允许
拥有“攻击型航母”，日本政府可能
会把未来的航母称为“防卫型航
母”。
分析人士认为，若实现“航母
化”最终被写入防卫大纲，可能令

日本防卫预算进一步膨胀。实际
上，日本防卫预算已经“六连涨”。
防卫省今年8月底公布的2019财
年预算草案约5.29万亿日元，再次
创下历史新高。
有分析认为，日本实现“航母
化”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日
本反战团体“反对武器输出网络”
代表杉原浩司表示，出云级驱逐舰
很难搭载航母需要的起飞弹射装

置，因此需要实现舰载战斗机的轻
量化。但这种做法势必将降低战
斗机攻击能力，导致航母整体能力
受限。
日本《朝日新闻》指出，自卫队
中也存在反对航母化的声音，因为
一旦实现战斗机搭载，势必将减少
现有舰载反潜直升机的数量，反而
导致反潜能力削弱，防卫能力下
降。
（新华）

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在洛杉矶举行

莫斯科机场将以
伟人名字重新命名

据俄罗斯媒体6日报道，莫
斯科两大主要机场谢列梅捷沃机
场和多莫杰多沃机场将分别以俄
罗斯诗人亚历山大 普希金和科
学家米哈伊尔 罗蒙诺索夫的名
字命名。
据报道，协调政府机构与民
间社团关系的俄罗斯社会院今年
10月组织“俄罗斯伟人”评选，计
划用俄罗斯伟人的名字对全国范
围内的47座机场重新命名，以强
化民众对历史的了解。
多莫杰多沃机场经理伊戈
尔 鲍里索夫说，多莫杰多沃机场
很荣幸能让罗蒙诺索夫的名字留
在成千上万俄罗斯和外国旅客的
记忆中，正式更名将在俄罗斯联
邦政府正式批准后执行。（新华）
马尔代夫议会
通过重返英联邦提议
据马尔代夫媒体6日报道，
马议会5日投票一致通过了重返
英联邦的提议。
马尔代夫总统萨利赫5日在
社交媒体上说，马将于本周内向
英联邦秘书处递交重返申请，
“期
待早日正式回归英联邦家庭”。
重返英联邦的提议由萨利赫
提出，并已于上月底通过马内阁
审议。马政府此前表示，重返英
联邦将为本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
带来更多机会，并有助于马尔代
夫运动员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赛
事。
马尔代夫政府曾于 2016年
10月宣布，鉴于长期以来英联邦
部长级行动小组及英联邦秘书处
给予马尔代夫不公平、不公正待
遇，马尔代夫政府决定脱离英联
邦。
（新华）

新华社洛杉矶12月5日电 美
国洛杉矶地区商会与中国驻洛杉
矶总领馆5日共同举办了“中美经
贸关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研讨
会，探讨合作商机，探索促进中美
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途径。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平表
示，经贸是两国关系发展最迅速、
最有活力的领域之一。中美应该

妥善解决分歧，寻求双赢。
他建议发挥中美省州经贸交
流机制作用，聚焦重点领域，加大
推动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强中国与
加利福尼亚州经贸合作，相信能为
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洛杉矶地区商会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玛丽亚 萨利纳斯说，中国

是洛杉矶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洛
杉矶在中美两国之间发挥着重要
的连接作用。洛杉矶地区商会乐
观看待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前景。
美国前商务部长、前贸易代表
米基 坎特说，中国近些年的发展
使得众多国民摆脱了贫困，中国的
发展“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中美
两国坐在谈判桌前，寻求解决问题

之道、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唯一
的选择。
中国驻美使领馆、加州州长办
公室和洛杉矶市政府官员、洛杉矶
地区商会代表及约140名中美工
商界人士参加了此次活动。此外，
高通公司、比亚迪公司等企业高管
围绕中美经贸合作机遇与挑战等
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

美国为前总统老布什举行国葬

石狮市鹏山附小百年办学成果展系列活动邀请函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创办于1918年的石狮市鹏山附小（原彭田学校、鹏山学校）将迎来建校100周年。谨
定于2018年12月29日（农历十一月廿三）在石狮市鹏山附小和万佳国际酒店（主会场）举行纪念石狮市鹏山附小
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鹏山附小百年办学成果展暨鹏山附小新校区奠基仪式等系列庆典活动。诚挚邀请各级
领导、各届校友、海内外彭田乡贤、社会各界人士及在学校工作过的教职员工热情参与，共襄盛典，同庆华诞！恕
难遍邀，今以报代柬，敬请周知。
联系人：卢先生15905071666、蔡先生13905951155、蔡先生13655997788、蔡先生13799586887
石狮市鹏山附小百年办学成果展系列活动筹备委员会
2018月12月7日

美国前总统乔治 赫伯特 沃
克 布什（老布什）的国葬仪式5
日在华盛顿举行。
当天上午，停放在美国国会
大厦供人瞻仰的老布什灵柩被运
送至位于华盛顿城区的国家大教
堂。老布什是美国第41任总统，
国家大教堂鸣钟41响以示敬意。
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前总
统卡特、前总统克林顿、前总统奥
巴马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
王储查尔斯等数千人出席了仪
式。
国葬仪式结束后，老布什灵
柩被空运回得克萨斯州休斯敦
市。老布什将被安葬在得克萨斯
农业与机械大学校园内的乔治
布什总统图书馆后面，与其夫人
芭芭拉 布什葬在一起。
老布什11月30日晚在休斯
敦去世，享年94岁。老布什灵柩
12月3日从休斯敦运抵华盛顿，
停放在国会大厦。
特朗普在老布什去世后发
布公告，下令白宫、公共场所、军
事设施等地降半旗30天，并宣布
12月5日为国家哀悼日。
老布什1924年6月12日出
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89年至
1993年出任美国第41任总统。
他还曾于1974年出任美国驻中
国联络处主任。老布什长子小布
什是美国第43任总统。 （新华）

韩朝商定下周相互检验
非军事区互撤哨所状况
新华社首尔12月6日电 韩国国防部6日表

示，韩国和朝鲜军事部门商定于本月12日对非军
事区内互撤警备哨所的状况进行相互检验。
韩国国防部表示，韩朝双方多次通过实务接
触和文件互换方式对相互检验哨所撤除情况进
行了建设性磋商，双方认为保证韩朝军事协议履
行过程的透明性对巩固韩朝互信关系很有必
要。此次韩朝相互检验哨所撤除状况，不仅消除
了对南北军事协议履行情况的担忧，也是国际军
控行动的一次范例。10月26日，韩朝在板门店
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将军级军事会谈，商定
各撤出边境附近非军事区内11个警备哨所的人
员与装备，并于11月底前完全撤除这些哨所。截
至上月底，韩朝分别撤离并拆除10个哨所。

驻日美军战机与空中加油机
相撞并坠毁
新华社东京12月6日电 据日本广播协会6

日报道，驻日美军岩国基地所属两架飞机当日凌
晨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在高知县附近太平洋上。
截至目前，两架飞机共搭载的7人中仅有1人获
救，另外6人下落不明。驻日美国海军发布声明
说，这两架从岩国基地起飞、在日本沿岸进行飞
行训练的飞机当日凌晨发生事故，目前有关方面
正在进行搜救和调查事故原因。
美军方面的信息显示，坠机时FA18战斗机
上搭载两人，KC130空中加油机上搭载5人。日
本海上自卫队派飞机和舰艇参与搜救，截至目前
已通过直升机救起1人，被救人员有意识。

（上接一版）记者了解到，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将对我市外烩团队实行动态管理，不定期向社会
公布外烩红榜，引导市民寻找“正规”外烩团队，督
促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促进整个行业的
健康发展。
市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只要外烩经营者取得了
营业执照，并配备符合外烩经营活动需求的相关设
施设备、提供符合标准的消毒餐具、直接接触食品
的从业人员取得有效的健康证明等相关要求，就可
以办理外烩服务食品经营许可证。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曾忠平）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12月14日15:00，在石狮市九二
路539号新狮宾馆六楼拍卖厅举行公开拍卖会。拍卖标
的物：原石狮市公务用车13辆。
有意竞买者应于2018年12月13日17时前到泉州市
狮城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及竞买保证
金（每辆车人民币贰万元整）持转账凭证办理竞买手续。
（汇入户名：泉州市狮城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开户银行：
建设银行石狮滨海支行，账号：35001658140050000399）
咨询看样时间：2018年12月12日—12月13日
报名地址：石狮市九二路539号新狮宾馆二楼
联系电话：88768126、88768125
泉州市狮城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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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锦尚镇谢厝
997年4
旅 游 人才市场 二手市场 村张宝雄不慎遗失1
月15日办理的独生子女证，证

假日国旅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文员、计调、
导游员、丰田、

石狮假日国旅
中巴司机（B1证、上岗证、
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本地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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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证 大 客 车 驾 驶 员
15860931990
招聘
门卫2名
13850788083辛

国有房屋出租

宏达

高价收购针车、布料
辅料、服装
13859792818

遗失声明

欢迎石狮各房产中介公司前来洽谈合作事宜

号：9770070，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江西省吉安市遂川
县泉江镇刘宝静不慎遗失身
份证，号码：
362427197909162018，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泉州欧蝶隆商贸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特此声
明作废。

石狮日报 房产超市

出租
石狮市国有房产招租公告 石狮市国有房产招租公告 综合 市区有2
000平方
米仓库出租交通
受委托，拟就以下标的广泛征集承租方，现公告如下：石狮市农 受委托，拟就以下标的广泛征集承租方，现公告如下：标
贸路店面：标的①54号、标的②56号、标的③58号、标的④60号、标 的为石狮市八七路东段413号、415号、417号、419号、421号、
的⑤62号，每间建筑面积：20平方米；租赁期限叁年；每间挂牌价： 423号、（425-427）号、及宝盖路242号共8间店面捆绑招租，建
48000元/年；⑥石狮市中心农贸市场二层，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 筑面积：244平方米；挂牌价：131800元/年;租赁期限壹年。有
租赁期限叁年；挂牌价：55200元/年；⑦石狮市中心农贸市场三层， 意承租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咨询。
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租赁期限叁年；挂牌价：67200元/年。有意 联系地址：石狮市九二路539号二楼。
承租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咨询。联系地址：石狮市九二路 联系人：林先生、王先生 联系电话：0595-88768126
539号二楼。联系人：林先生、王先生 联系电话：0595-88768126
石狮市狮城产权交易咨询有限公司
石狮市狮城产权交易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7日
201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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