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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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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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
布料、辅料、服装

13348506999

宏达
高价收购针车、布料

辅料、服装

13859792818

兹有安徽省安庆市太湖

县晋熙镇南元村许常红不慎

遗失身份证，号码：

34082619810120032X，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老年教育委

员会负责人丁家全不慎遗失

私章，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林伯利不慎遗失福

建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票据，

NO：00102962，金额：13028.38

元，开票日期：2019年1月4

日，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林伯利不慎遗失福

建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票据，

NO：00102963，金额：4231.71

元，开票日期：2019年1月4

日，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老年教育委

员会不慎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作废。

兹有福建新能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

输证，车牌号：闽CB853挂，车

辆营运证号码：

350581015782，特此声明作

废。

兹有张博亮（租户）（1#

2025-2028）不慎遗失福州泰

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石狮分

公司开具的装修押金收款收

据，WY：0005189，金额：2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人才市场

二手市场

分类广告客户应提供公司或个人有效证件
传播广 低投入 高效率

服务热线：88795808
分类广告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旅游

旺铺 综合
海西电商园区
店面出售。
联系人：施小姐
电话：
13805993788

招 租
石狮第六实验小学
旁星云巷127号2至
7楼 2100平方米出
租，带电梯交通便利
13655937775郭女士

石狮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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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有
房
屋
出
租

石狮市国有房产招租公告
受委托，拟就以下标的广泛征集承租方，现公告如

下：标的为石狮市九二路与石灵路交叉处兴达大厦
401-410室（九二路1183号），建筑面积：1259.29平方
米；租赁期限叁年;挂牌价：98486元/年。有意承租者，
请携带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咨询或关注本公司公众号。
联系地址：石狮市九二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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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1日

百德康桥联排别墅520万，
富贵天骄楼中楼165万
宝源花园多套
美食街栋楼2间200万
协盛花苑楼中楼90万
洋下辅料市场整栋480万，

西环路电梯栋楼7200㎡亏售
北环路电梯6间栋楼1250万
子芳路附近栋楼480万
龙福小区多套1房3房4房
玉浦花苑2房3房多套
濠江国际一期3房

狮城帝苑大三房+车位135万

海西电商园多间店铺
建 德 二 期 沿 街 旺 铺
75.76-110.58平方米
黄金海岸花园洋房300万，亏
售联排别墅380万,

金丘阳光城楼中楼+车位135
万，每平方米仅4300元
畔山云海大3房9500/㎡
15159596888
15059870333
15059872487

出

售

新华社华盛顿1月9日电 美

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华盛顿白宫

与国会高层会面，但他与民主党

在修建边境隔离墙问题上分歧依

旧，双方不欢而散。这意味着美

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仍将继

续。

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媒体上

说，民主党方面明确拒绝修建隔

离墙的可能，称这场会面“完全是

浪费时间”。参与会面的副总统

彭斯随后对媒体说，“没有边境隔

离墙就没有协议”。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也参

加了会谈。他会后对媒体表示，

民主党早在数周之前就提出了解

决“停摆”的方案，现在的情况“非

常、非常的不幸”。他重申，民主

党愿与特朗普就结束“停摆”达成

协议。

会面当天，联邦政府部分“停

摆”已持续19天，接近21天的历

史最长纪录。由于白宫和国会民

主党在修建边境隔离墙等问题上

分歧严重，各方未能就拨款法案

达成一致，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

府机构因运转资金耗尽从去年12

月22日凌晨开始陷入停顿。

白宫和国会民主党自“停摆”

开始后进行了多轮谈判，但一直

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双方核心

分歧在于，特朗普要求国会拨款

50多亿美元用于在美墨边境修建

隔离墙，民主党对此坚决反对。

由于协商无果，特朗普日前

多次提及，或将动用行政权力宣

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使

他绕过国会，利用已拨付的军费

修建边境隔离墙。据悉，白宫律

师团队正在对特朗普的这一想法

进行评估。

白宫此前宣布，特朗普将于10

日前往得克萨斯州边境城市麦卡

伦视察，随行人员包括多名内阁成

员以及白宫律师帕特�西波隆。

协商未果美政府将继续“停摆” 国际视窗

新华社巴西利亚1月9日电 巴西总统博索

纳罗9日说，巴西有权决定是否接纳移民，他确认

巴西退出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博索纳罗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想来巴西的人

应当遵守巴西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不能随随便

便地进入，更不能通过第三方契约进入巴西。巴西

不会拒绝需要帮助的人，但需要建立起规章制度，

各国应根据实际情况找寻最佳解决办法。

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全称为《安全、有

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契约设定23项目标，

涵盖开放合法移民渠道、维护移民权益、打击人

口走私、帮助移民“融入”等多个方面，但契约不

具法律约束力。

2018年12月，联合国大会以152票赞成、12

票弃权、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移民问题全球契

约。美国、以色列、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投了反对

票。另外24个联合国会员国没有参加投票。

巴西总统确认巴西退出
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环球点击

新西兰航空公司一航班9日
晚因“诈弹”被取消。新西兰警方
10日早晨发布消息说，一名男子
因涉嫌在民用航班上散布恐吓信
息而将被起诉。

据新西兰媒体报道，航班的
起飞时间是晚上7时40分，但在
起飞前有乘客声称机上有炸弹，
机长立即将情况报告机场塔台。
飞机在跑道上滞留了1个多小
时，警察登机后拘捕了一名年轻
男子，他声称携带了炸弹。

新西兰航空公司发言人表
示，虽然没有发现可疑物品，但航
空公司仍决定取消该航班。（新华）

新西兰一航班
因“诈弹”被取消

新华社喀布尔1月10日电 阿富汗地方官员

10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阿北部塔哈尔省境内的

多个检查站当天遭塔利班武装袭击，交火造成至

少18人死亡。

塔哈尔省地区行政官员穆罕默德�奥马尔
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10日凌晨2时左右，遭

遇袭击的这些检查站在该省的哈贾加尔地区，至

少有8名驻守检查站的警察在交火中身亡，另有

6名警察受伤。此外，塔利班武装方面有至少10

人身亡、20人受伤。

目前，塔利班方面尚未就上述袭击发表评

论。

当地媒体日前报道称，塔哈尔省安全局势不

容乐观，武装分子在过去一段时间已在当地制造

多次袭击事件。

阿富汗北部多个检查站遭袭
致18人死亡

新华社巴格达1月9日电 正在中东访问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日突访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与伊拉克新政府领导人举行会见，双方讨论了打

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等问题。

伊拉克总统办公室当日发表声明说，总统萨

利赫在与蓬佩奥的会见中表示，希望通过加强国

际和区域性合作，减少阿拉伯世界的不稳定性，

彻底解决、战胜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蓬佩奥则

表示，伊拉克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重

要的战略伙伴，美国愿意投资参与伊拉克重建，

尤其是帮助重建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手中解

放的城市。

美国国务卿
突访伊拉克

新华社耶路撒冷1月9日电 以色列总检察

长办公室9日说，以色列前内阁部长戈嫩�塞格夫
已签署认罪协议，承认其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

以色列媒体《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检察部门

建议法院判处赛格夫11年监禁。判决听证会预

计于2月11日举行。

2018年6月，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

和以色列警方表示，塞格夫因涉嫌间谍罪被捕。

辛贝特指控塞格夫在此前的6年时间里为伊朗情

报机构担任间谍、帮助伊朗获取情报。调查显

示，塞格夫向伊朗提供了有关以色列能源、安全

方面的信息，包括以色列政治与安全机构有关官

员和建筑物等信息。

以色列前内阁部长或将因
间谍罪被判11年监禁

菲律宾旅行社协会主席马莱
娜�詹代9日表示，近年来中国赴
菲游客持续快速增长，菲律宾旅
游从业者对此感到兴奋，未来菲
律宾愿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吸引更
多中国游客。

据菲律宾旅游部统计，截至
2018年前10个月，已有约106万
人次中国游客抵达菲律宾，同比
增长约31%。目前，中国稳居菲
律宾第二大游客来源地。

詹代说，目前菲律宾旅行社
协会正同其他组织一起与菲政府
部门协商，争取使政府进一步放
宽对中国游客的签证要求。（新华）

菲律宾旅游业者希望
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缅甸商务部官员10日说，当地
时间当天上午9时（北京时间10时
30分）已临时重新开放去年年底被
关闭的缅中边境缅方一侧金三角口
岸（贺弄通道）。

缅甸商务部助理常秘钦貌伦记
者，去年12月27日因安全原因关闭
金三角口岸后，果农、商人损失巨
大。本月7日，经过缅甸国防部、外
交部、商务部和中国驻缅甸大使馆
多方协商，决定10日临时重新开放
金三角口岸，各方将就继续长期开
放进一步协商。重新开放后的金三
角口岸（贺弄通道）每日开放时间延
长，中方一侧畹町口岸（芒满通道）
开放时间与缅方同步，货车通道由
以前的2条增为4条。 （新华）

缅甸临时重开
边境金三角口岸

1月9日，在墨西
哥边境城市蒂华纳，
来自中美洲的移民
在临时住所里。

目前，在美墨边
境城市——墨西哥
的蒂华纳，大量中美
洲移民聚集于此，其
中包括许多妇女和
儿童，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希望能够通过
合 法 途 径 进 入 美
国。 （新华）

委内瑞拉要求“利马集团”48小时内纠正对委立场
新华社加拉加斯1月9日电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9日在电视

讲话中表示，“利马集团”须在48

小时内纠正对委内瑞拉的立场，

否则委方将对其采取“紧急和剧

烈”的报复措施。

由美洲14国组成的“利马集

团”4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马杜

罗放弃在1月10日宣誓就职，宣

布重新评估与委外交关系并对委

官员实施制裁。声明还将委内瑞

拉与圭亚那有争端海域的归属权

划给圭亚那。除墨西哥外，“利马

集团”其余13个成员国签署了声

明。

马杜罗说，委内瑞拉不接受

“利马集团”声明的任何内容，特别

是关于有争端海域的归属问题。

他说，如果签署声明的13国不立即

纠正有关委领土问题上的态度，委

方将采取“剧烈的报复措施”。

9日上午，委外交部长阿雷亚

萨在电视直播的公开活动中向

“利马集团”13个签署声明的国家

的驻委使节提交了抗议书。

为协调对委内瑞拉问题立

场，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

墨西哥、哥伦比亚、巴拿马、秘鲁、

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巴

拉圭、圣卢西亚和哥斯达黎加

2017年8月8日在利马签署《利马

宣言》，宣布成立“利马集团”。

新华社华盛顿 1月 9日电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荣鼎咨询近

日发布报告说，初步估算显示，

2018年美国与能源消费相关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3.4%，是过

去 4年里首次增加，也创下自

2010年美国经济复苏以来的最

大增幅。

报告说，运输业连续3年成

为美国碳排放的最大源头，其中

货车运输和航空业的碳排放显

著增加。另外，2018年年初的寒

冷天气导致供暖需求增加，也是

造成2018年美国能源碳排放显

著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体来看，美国能源碳排放

于2007年达到峰值，那之后到

2015年以年均 1.6%的幅度下

降。自2016年以来，美国能源碳

排放年均下降水平明显放缓，

2018年不降反升，距完成《巴黎

协定》目标越来越远。

报告写道：“美国已经偏离

完成《巴黎协定》目标的轨道。

2019年，这个差距会变得更大。”

2015年底，《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

法国达成里程碑式的《巴黎协

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行动作出安排。当年奥巴

马政府在推动达成协定时，曾承

诺美国到2025年将在2005年的

基础上减排26%至28%。但特朗

普政府上台后宣布退出《巴黎协

定》，这一决定遭国际社会广泛

批评。

报告说美国2018年能源碳排放增加3.4%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布鲁塞尔、海牙、德黑兰

记者报道：欧盟9日宣布将伊朗

一个情报部门和两名伊朗人列入

恐怖主义名单从而予以制裁。伊

朗方面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回

应。

欧盟方面说，受制裁的是伊朗

情报和安全部内部安全局。这一

决定是8日作出的，9日起生效。

此决定与发生在欧盟范围内的袭

击事件有关。但欧盟未说明袭击

事件的详情。

荷兰外交部网站8日公布的

一封信件说，荷兰情报与安全机构

调查显示，伊朗情报机构涉嫌于

2015年和2017年在荷兰刺杀两名

伊朗裔荷兰人。此外，伊朗还与发

生在法国巴黎的一起炸弹袭击和

发生在丹麦的一起刺杀有关。

这是欧盟自2015年7月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以来第一次

制裁伊朗。根据欧盟相关法律，受

制裁个人和机构在欧盟境内资金

和财产将被冻结，欧盟内机构和个

人禁止向他们提供资金。

伊朗外交部9日发表声明，强

烈谴责欧盟对伊朗实施制裁。声

明说，欧盟制裁伊朗的决定“没有

逻辑”且“令人惊讶”，这一做法“缺

乏根据”。伊朗将采取必要措施予

以回应。

欧盟宣布制裁伊朗 伊朗说将采取措施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