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店遗失2013年5月2日由福鼎市
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闽地税字352224197305165443。声
明作废。

福鼎市沙埕外婆童装店
2018年8月3日

本公司遗失2017年1月20日由东
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 的 电 子 营 业 执 照 ，序 列 号 ：
10015100631509。声明作废。

宁德市星点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8年8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德海关缉私分局公告
2016年5月31日，我局在侦办“601”走私冻品案件时，在案发现场搜查发现现金人民币10.5

万元。上述钱款所涉案件法院已判决。现责令钱款所有人于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持有效证明
文件前来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来办理的，按相关规定处置。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德海关缉私分局

2018年8月3日

李藩应（身份证号码：352227197703216110):
本院受理（2018）闽0902民初300号原告李翰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闽0902民初30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3日

胡玉珠(身份证号码：352227196407141324)：
本院受理（2018）闽 0902民初 421号原告张珠云与被告

胡玉珠、彭夏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闽0902民初421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3日

赵兴（身份证号码：35220219810927151X):
本院受理（2018）闽0902民初3329号原告陈建儿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其中，原
告要求你立即偿还借款人民币40000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3日

陈妹凤、陈银灿：
本院受理原告张晓炜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们

无法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1时 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3日

胡玉珠(身份证号码：352227196407141324)：
本院受理（2018）闽 0902民初 424号原告郑铨与被告胡

玉珠、彭夏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闽0902民初42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3日

胡玉珠(身份证号码：352227196407141324)：
本院受理（2018）闽0902民初423号原告林兰青与被告胡

玉珠、彭夏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闽 0902民初 42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3日

胡玉珠(身份证号码：352227196407141324)：
本院受理（2018）闽0902民初425号原告陈夏珠与被告胡

玉珠、彭夏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闽 0902民初 42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3日

郑德泊（身份证号码：352221197202264714):
本院受理（2018）闽 0902民初 3390号原告雷根柱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其中，原
告要求你立即偿还借款人民币 64220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3日

陈美钰：
本院受理原告福建省唐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方商品

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闽0902民初19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宁
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3日

遗失
声明

公告

三、招收程序

二、招生学校、专业及费用

一、选录条件

（一）报名：本次招收采用网络报名形式，报名人员下载
《福州地铁委培生招收报名表》并按照表格要求填写个人信
息后发至指定邮箱（yyxz2@fzmtr.com）即可进行报名。所有
邮件标题及附件均命名为：报考序号-姓名。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8月19日24时。
（二）资格审查：工作人员从学历、专业、年龄等方面对报名

人员提交的简历材料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入围综合测评人员。
（三）综合测评：综合测评由在线测评及面试两部分构

成，其中在线测评占总分50%，面试占总分50%。
1.在线测评
（1）专业基础及素质测评：根据相关岗位的任职资格要

求，应聘人员参加专业基础及素质测评；其中，专业基础测
评方向为电路基础，素质测评为人岗匹配度，题型均为客观
题，满分100分，合格线60分。

（2）心理测评：通过第三方测评系统考察最容易导致工
作偏差的心理风险因素，发现心理风险较高的应聘者。测
评结果作为面试的参考依据之一。

（3）根据素质测评合格线及性别比例要求确定通过人

员名单。进入面试的人数不超过招收人数的2倍，以在线测
评成绩高低进行排名，如最后名次出现成绩并列且超过招
收人数2倍的，均不进入面试（例：某专业招录10人，共20人
可通过在线测评进入面试，但出现第 18名有 5人在线测评
成绩并列的，从第18名起均不进入面试）。

2.面试
根据岗位任职资格要求，对通过在线测评人员进行面

试，满分100分，合格线60分。
3.综合测评结果运用
（1）总分=专业基础及素质测评成绩*50%+面试成绩*50%
（2）综合考评成绩合格线 60分。如合格线以上人数超

出计划招录人数则以分数高低排名确定人数，如有总成绩
相同的，以素质测评成绩高低排名。

（四）体检：公司统一组织拟委培人员体检。如出现体
检不合格的，则在综合考评成绩合格的人员中按分数从高
到低依次递补参加体检，体检合格的确定为委培人员。

（五）入学：确定委培人员收到福州地铁发放的《福州地铁
委培生入学通知书》后，持相关资料按时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2018年秋季委培班招收公告

（一）学历及专业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并已取
得毕业证书;退役军人投报电客车司机及站务委培方向的，
学历要求可放宽至非全日制大专；

（二）专业要求：

（三）性别要求：报名站务方向的女生占比不超过30%，

其他专业原则上不招收女生;
（四）籍贯要求：福建籍优先（以福州、南平、宁德、莆田、

三明、龙岩地区为主）;
（五）年龄要求：报名电客车驾驶方向要求1990年1月1

日（含）后出生；其他专业要求1988年1月1日（含）后出生；
（六）报考站务方向男身高要求168cm，女身高155cm及

以上；报考电客车司机方向的男身高要求 168cm及以上且
双眼裸视力须4.8（含）以上；

（七）无色盲、色弱、高度近视、心脏病、传染病及精神和
心理障碍，普通话良好，无口吃；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

（八）委培人员须品行端正，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无违法违纪行为和任何不良记录；

（九）具体专业将根据生源选录情况而定，报名人员需
服从专业调剂。

委培方向(报考序号)
站务（F1）

信号检修（X2）

接触网检修（X1）

车辆检修（H1）

电客车司机（B1）

专业要求
不限

自动化、计算机、电子信息、
通信等相关专业

电气相关专业

机械制造、电气、能源动力、
机电设备等相关专业

不限

报考序号

B1

H1

F1

X1

X2

学校名称

宝鸡铁路技师学院

华东交通大学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徐州技师学院

委培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
检修（电客车驾驶方向）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电气化铁道

铁道信号

学校地点

陕西省宝鸡市

江西省南昌市

福建省福州市

江苏省徐州市

委培方向

电客车司机

车辆检修

站务

接触网检修

信号检修

人数

110

100

160

55

55

委培时长

一年

一年

8个月

一年

费用

5650 元/人

12700元/人

6000 元/人

6000 元/人

（一）委培学校、专业及人数

注：1.以上费用含学费、住宿费、教材费。委培期间费用
由委培生自行承担，在入学时一并由学校收取，福州地铁不

收取任何费用；2.委培时间将根据课程及委培生学习情况合
理调整。

（二）入学时间：2018年9月、10月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是福州市从事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运营和地铁资源开发的国有独资公司。下属的运营分公
司目前负责地铁1号线的运营管理和4、5、6号等新线的运营

筹备工作。现面向全省招收委培生（秋季入学），在福州地铁
委托的学校进行城市轨道交通专业课程强化培训，培训合格
者正式入职福州地铁运营分公司。

（一）报名人员对个人填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与事
实不符，公司有权取消其录用资格；

（二）报名所提供的所有个人信息资料恕不退还，公司
将予以妥善保管；

（三）经审查并约定进入综合测评的人员可通过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对相关事宜进行咨询；
（四）培训期满后，我司统一组织考核，考核通过者正式

入职福州地铁运营分公司；
（五）谢绝来电、来函、来访。如有疑问，请联系邮箱：

yyxz2@fzmtr.com。

四、其他事项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2018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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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定于 9月举行。
近日，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长岸田文雄宣布
不参加竞选并表态支持首相安倍晋三参
选。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岸田宣布不参选，
总裁之争基本可确定将在安倍和自民党前
干事长石破茂之间进行。由于自民党内重
要派系“岸田派”支持安倍，安倍寻求连任
自民党总裁的胜算很大。

干将助选干将助选 优势明显优势明显

岸田领导着自民党内重要派系“岸田
派”，此前曾流露出寻求竞选总裁的迹象。
但在近日召开的记者会上，他宣布不参加
自民党总裁选举，同时表示支持安倍竞选
总裁。

自民党总裁选举每三年举行一次，由该
党国会议员和地方党员投票产生。2015年，
安倍在获得各派支持的情况下未经投票自
动连任自民党总裁。但最近一段时间，受一
系列丑闻影响，安倍在自民党内威望有所下
降，一些人因此跃跃欲试。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石破茂的竞选势
头不可小觑，但是，民意支持率较高的岸田
宣布不参选并向安倍表忠心，使得安倍成
功摆脱“两面夹击”的困境，在国会议员支
持票数方面遥遥领先石破茂。

日本媒体认为，岸田退出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所属派阀不够强大，对阵安倍几
无胜算。岸田一番权衡过后，觉得不如主
动放弃并向安倍表忠心，以指望安倍未来
能“禅位”于他。

目前，安倍率领的“细田派”拥有 94名
国会议员，是党内第一大派阀。此前表示
支持安倍的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率
领的“麻生派”和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领
导的“二阶派”分别有 59名和 44名国会议
员。再加上拥有 48 名国会议员的“岸田
派”，安倍基本已胜券在握。

虽然自民党第三大派系“竹下派”内部
在总裁选举问题上尚存在分歧，自民党内
也还有约两成国会议员不属于任何派系，
但据日本媒体预估，目前已有约300名国会
议员表态支持安倍，超过自民党国会议员
总数的七成。

丑闻不断丑闻不断 变数犹存变数犹存

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正值安倍所牵涉
的森友、加计学园等一系列丑闻一再发酵
之际，这些丑闻导致安倍内阁支持率不断
下降。

《朝日新闻》认为，此前各界因财务省
篡改森友学园购地文件一事要求麻生辞
职，但安倍却力保麻生，一是为在连任问题
上获得“麻生派”支持，二是为防止麻生辞
职后自己成为被追责的焦点，但他这样做
也让丑闻更难平息。

与此同时，安倍近期频频出访，旨在为
自己谋得外交加分。但这些访问缺乏实质
成果，因此遭到媒体批评。在经济方面，

“安倍经济学”一系列政策实施多年，但今
年上半年日本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出现萎
缩，民调显示越来越多日本民众对“安倍经
济学”不抱期待。

分析人士指出，除了国会议员支持
外，地方党员选票对能否当选自民党总裁
也至关重要。安倍所牵涉的一系列丑闻

及其政绩表现或令自民党一些地方党员
产生不满，这也可能会对他的选情产生影
响。

日本舆论指出，安倍的最大劲敌石破
茂在地方党员中拥有广泛支持。在 2012
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石破茂曾凭借地方
党员支持，在第一轮投票中领先安倍，但
最终在第二轮自民党国会议员投票中败
北。

根据最新的自民党章程修正案，此次
总裁选举不仅提高了地方党员的票数，还
规定在第一轮选举无法决出获胜者而必须
进行第二轮选举时，将47个都道府县的47
张地方党员代表票计入总数。而过去，第
二轮选举只计国会议员票数。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来看，安倍在国会
议员支持率上的优势十分明显，但由于地
方党员投票意向不明朗，且修订后的总裁
选举规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党员选票
的重要性，因此安倍是否能如愿连任仍存
一定变数。

□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
（新华社东京8月2日电）

安倍连任自民党总裁胜算几何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 1日电（记者 赵

焱）4年一次的国际数学家大会 1日在巴西里
约热内卢开幕。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
尔茨奖当天揭晓，4名数学家获得这一奖项，最
年轻的获奖人年仅30岁。

这4名获奖者分别为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彼
得·朔尔策、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考切尔·比尔卡
尔、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教授阿莱西奥·菲
加利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阿克萨伊·文卡
特什。

彼得·朔尔策出生在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
顿，是本次获奖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年仅 30
岁。朔尔策从小就展现出在数学方面的天
赋，24岁成为波恩大学全职教授，被视为数学
界近年来罕见的天才，因在算术代数几何领
域的突出贡献被视为目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数学家之一。

现年40岁的考切尔·比尔卡尔是出生在伊
朗的库尔德人，从伊朗德黑兰大学数学系毕业
后迁居英国。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代数几何，
特别是其中的双有理几何。他在获奖后表示

“非常高兴和兴奋”，他将继续自己热爱的数学
研究。

阿莱西奥·菲加利 1984年生于意大利，孩
童时代的他喜欢足球、看卡通，上的是文科高
中，直到高中三年级（意大利高中为 5年）参加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后才开始专注于数
学。菲加利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最优传输
理论方面。获奖后，他表示最希望解决与妻
子的两地分居问题。“我在专业上解决了一些
难题，今后三四十年还会继续做下去，但我现
在希望尽快解决的难题是，让我和妻子生活
在同一座城市。”

阿克萨伊·文卡特什1981年生于印度新德
里，在澳大利亚长大，13岁进入西澳大利亚大
学学习数学和物理，20岁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获得博士学位，26岁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本
次获颁菲尔兹奖，旨在表彰他在解析数论、拓扑
学、表示论等方面的综合成就。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文卡特什认为家庭
与他的专业同样重要，他开玩笑说：“在研究数
学时，往往会痴迷其中，这时需要有人强行让你
暂停一下，孩子们正是让你暂停、保持清醒头脑
的人。”

菲尔茨奖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
菲尔兹命名，专门奖励 40岁以下的年轻数学
家。该奖每 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
4 人，获奖者会得到 1.5 万加拿大元（约合 7.8
万元人民币）和奖牌一枚。虽然奖金与诺贝
尔奖差距较大，但菲尔茨奖得主赢得的学术
声誉绝不逊于诺贝尔奖得主。华裔数学家丘
成桐和陶哲轩分别在 1982年和 2006年获得菲
尔兹奖。

4人获颁“数学界诺奖”
最年轻获奖者 30 岁

新华社安卡拉8月1日电（记者 秦彦洋）土
耳其外交部8月1日发表声明说，土耳其强烈抗议
美国财政部针对土方两名部长的制裁，将立即采
取对等的报复措施。

声明说，美国“咄咄逼人的姿态”对双方均不
利，将给当前化解双方矛盾的建设性努力造成巨
大伤害。土耳其将立即采取对等的报复措施。

美国财政部1日宣布，因美籍牧师安德鲁·布
伦森至今仍被土耳其监禁，对土耳其内政部长苏
莱曼·索伊卢和司法部长阿卜杜勒-哈米特·居尔
采取制裁措施。根据规定，被制裁者在美国境内
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企业和个人不得与其进行
交易往来。

2016年 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政
变平息后，在土耳其担任牧师的布伦森被土方拘
捕并监禁，被控从事反政府间谍活动。近日，布伦
森因健康原因改为软禁在家。

美方近日强硬表态，要求土方立即释放布伦
森。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6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发文称，美国将因土方长期羁押布伦森而对其实施

“大规模制裁”。对此，土耳其官方7月31日发表声
明说，美国的制裁威胁是“不可接受”和“缺乏尊重
的”，将使两国伙伴关系受到“不可修复”的损伤。

土耳其称将立即
报复美国制裁措施

8月1日，
上海京剧院的
演员在丹麦赫
尔辛格表演京
剧《王子复仇
记》。

当日，丹
麦赫尔辛格举
行莎士比亚艺
术节，上海京
剧院演出了由
莎士比亚名剧

《哈姆雷特》改
编的京剧《王
子复仇记》。
新华社 发

（布·奴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