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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末去哪儿——刘家峡/炳灵寺2日游 惊爆价380元
2、烟花三月下扬州——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双飞6日游 （带全陪、接送机）1880元
3、洛阳牡丹花/龙门石窟/少林寺/云台山单飞5日游 2050元
4、荣耀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4飞9日游 （带全陪、接送机）3180元
3、北京天安门/故宫/长城 //天津双飞品质6日游 （带全陪，含送机）2380元
4、长沙/韶山/张家界/天门山双飞6日游2880元 双卧8日游 （带全陪，含送机）2780元
5、魅力厦门——鼓浪屿/武夷山/土楼双飞双动8日游 （带全陪，含送机）2880元
承接各企事业单位工会组织的郊游踏青活动、户外拓展训练等（提供正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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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1-8215618，18797014821，18997196226
▲短线沙坡头/通湖草原/金沙岛两日游580元+影视城三日游980元（4月27、5月1/2）
▲特推连云港/日照/项王故里/三台山双飞6日游（4月21全陪无购物自费） 1680元/人
▲五星皇家游轮重庆/三峡/武汉7日2380起+黄山/庐山10日2980起 （4月30日）
▲夕阳红系列穿越河北/山西/河南三省联动10日游（4月28日） 1980元/人起
▲特推双贵贵州+桂林双飞9日游（4月20/22/24一价全含零自费） 2980元/人
▲南昌/厦门/土楼/武夷山/泉州/婺源8日游（4月20/23一价全含） 2080元/人
▲江南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4月20/22/24/26/28全陪一价全含无自费) 1780元/人
▲青岛/威海/蓬莱/烟台/大连双飞6日游（4月21/24/26/28全陪一价全含） 1880元/人
▲特价贵州黄果树/西江苗寨/下司古镇6日游（4月23日前天天发） 1480元/人
▲超值长沙韶山/张家界/黄龙洞/凤凰6日游2280元+桂林10日游3280元 （一价全含）
▲首都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4月24号前每天全陪一价全含无购物自费） 2280元/人
▲绝美新疆天山天池/喀纳斯/白沙湖/吐鲁番8日游（4月20/24/28/30） 228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8日游 2380元+/版纳8日游3280元（4月21/23/26/28/30全陪班）
▲拉萨/大峡谷/苯日神山/羊湖9日游（4月22/24/26全陪无自费） 2580元/人
▲南宁/德天/通灵/巴马/北海涠洲岛8日游（每周六发，无自费无购物） 3680元/人
▲江西井冈山/庐山/石钟山/婺源/景德镇/三清山8日游（4月21全陪） 4080元/人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 7号青海湖大厦 15 楼 1151 室（海悦酒店旁边）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 4飞8日游 325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无自费无购物）2180元
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精品水乡+园林）双飞6日游一价全含 2380元
重庆 印象武隆 天坑地缝长江三峡 双卧9日游 2780元 桂林双飞6日游1980元
贵阳黄果树瀑布西江苗寨荔波小七孔青岩古镇双飞6日游2580元 +桂林8日游 3250元
长沙 韶山 张家界 天门山玻璃栈道 大峡谷玻璃桥 芙蓉镇 凤凰古城 双飞6日游（纯玩品质无购物） 2880元
西安乾陵 兵马俑法门寺华清池 大明宫大雁塔钟鼓楼明城墙 回民街 经典双动车5日游 1980元
海口兴隆三亚北海桂林（品质精华景点）双飞 10日游（特价） 315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6日游 1880元 厦门鼓浪屿土楼武夷山双飞8日 2880元
电 话: 18309740643 13709733066 0971-8216955
地址:西大街三颗榆对面（烧鹅仔）东侧铁门入3楼北座 1—302室

西部之旅夕阳红精品线路L—QH00094

团团有全陪 品质保证 多年经验 老人的旅游专家

中国青年旅行社全国青年文明号 国家旅游局特许出境组团社
青 海 省 成 立 较 早 的 国 际 社 之 一

经营许可证：L-QH-CJ00011 官网www.qhcyts.com 微信公众号：qhcyts

民和：0972-8585233东大街：8189696 城西：8011111

日本本州东京大阪京都奈良温泉赏樱8日游（西宁独立成团，1晚温泉酒店，赠送
青岛夜游）5月15日、5月23日 6980元/人
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游13日游5月15、27日、6月10日 14299元/人
俄罗斯双飞10日游6月8日（西宁独立成团） 6980元/人
心动芽庄西宁直飞4月23、27、30日3580元/人 5月4、7、11日3380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品质12日游（全程0自费、无附加）4月20、22、27 日 4580元/人
深圳、港澳、港珠澳大桥8日游（一价全含，全程无自费，无购物）单飞单卧 4297元/人
仙境张家界双飞6日游 4月23日、5月7、14日 2780元/人
华东五市双飞（双飞一价全含、四星住宿）4月22、24、28、30日 2480元/人

总
社6125888 6372222 5111118

青海印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L-QH-CJ100022

地址：西宁市西关大街49号永和大厦B座3081室 电话：0971-6138519 18997187783 13099799007 18697123531 13519705712

印象日本——本州大全景精华10日游 (5月21、25、29、) 6680元/人
印象日本——日本双古都温泉8日游（5月20、23、26、29） 6280元/人
印象日本——自由行6日游（机票+酒店+签证）（5月18、25、）5380元/人
印象日本——自由行签证（单次15天） 650元/人
五星普吉——普吉（海滩版）5晚7天（5月1、3、4、6、8、） 5190元/人
初见芽庄——西宁芽庄双飞8日游（4月16、20、23、27、30） 2380元/人

天府好吃嘴——吃游记成都双卧7日游（散客天天发） 2080元/人
北京故事——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4月13、14、145、17） 2280元/人
双飞双动——贵州+桂林双飞8日游（4月14、16、19、21） 3280元/人
荣耀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双飞8日游（4月14、16、19） 2380元/人
仙境海岸——青岛大连双飞6日游）（4月14、17、21、24） 1980元/人
至尊海北桂——海南/北海/桂林10日游（4月15、20、25） 3180元/人

现代国旅 国家旅游局特许经营出境游组团社
青海省旅行社综合业绩排序前十名单位

国内游精品线路咨询电话：0971-8246007 18997266165
★“夕阳红”北京双卧7日游 2180元
★“夕阳红”山西+皇城相府 壶口瀑布双动8日游 2880元
★“夕阳红”昆明 大理 丽江西双版纳双卧14日游 3180元
★“夕阳红”华东五市+扬州 镇江 绍兴宁波 舟山普陀山双卧10日游 2880元
★“夕阳红”安徽全线(三河古镇 宏村九华山 黄山)双卧9日游 2980元
★“俏夕阳”青岛 威海 大连双飞6日游 2380元 +北京单飞10日游 3280元
★郑州 郭亮村 南坪村 云台山“深度”双卧8日游 2880元
★海南双飞6日游 2980元 +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 3180元
★贵阳双飞6日游 2980元 +桂林双飞双动8日游 3280元
★张家界 十里画廊 天门山 黄龙洞 凤凰古城 湘西苗寨双飞6日游 2880元
★厦门 鼓浪屿 永定土楼双飞6日游3280元 +武夷山双飞7日游 3980元

出境旅游精品线路咨询电话：0971- 8246777 18997265365
★日本本州8日游 6680元 ★韩国首尔济州岛+日本本州10日游 9800元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12日游4980元 ★曼谷芭提雅 普吉岛10日游 5999元
★清迈+清莱+普吉岛10日游5980元 ★越南河内+下龙湾8日游 1680元
★越南 柬埔寨双卧双飞15日游4880元 ★南非克鲁格花园大道10日游 13900元
★土耳其12日游8680元 +埃及18日游 11800元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墨尔本12日游 9800元
★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大瀑布16日游17800元 ★荷兰+德国法国 意大利 瑞士14日游 14800元
★英国+爱尔兰12日游 16900元 +16日深度游 19800元
★俄罗斯9日游 6980元 +北欧四国+爱沙尼亚13日游 13800元
另备多条出境邮轮、海岛蜜月亲子游，国内旅游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总公司地址：西宁市北大街商贸大厦七楼（一楼门市）总公司：0971-8243629 8246007 海湖新区0971-5113308 湟中0971-2234599 2299255 通海十字0971-2215889
南 川 东 路 0971-4325033 城 西 0971-6182817 湟 源 0971-2435192 大 通 0971-2828432 互 助 0972-8395866 民 和 0972-8517376 乐 都 0972-8631111

旅游咨询电话：0971-8243031 18997263361 18997263365
“夕阳红”港澳湘桂“5月8日”“空调”包列火热报名中（独家安排赤柱）

广州 深圳 珠海 香港 港珠澳大桥 澳门 桂林 阳朔 韶山 花明楼夕阳红空调包列13日游
活动价格：硬卧上铺2580元 中铺 2880元 下铺3180 元

“夕阳红”东北、俄罗斯“5月8日”专列火热报名中（余位不多）
A线：山海关 北戴河 哈尔滨 漠河 北极村 海拉尔 满洲里 呼伦贝尔大草原 长白山 沈阳专列15日环游
活动报价: 非空硬卧上铺2580元 中铺2880元 下铺3180元 软卧上铺3680元 下铺3980元
B线：遇见俄罗斯——山海关 北戴河 哈尔滨 牡丹江 镜泊湖 绥芬河 海参崴 延吉珲春 长白山 沈阳专列15日环游
活动报价: 非空硬卧上铺3380元 中铺3680元 下铺3980元 软卧上铺4280元 下铺4580元

“夕阳红”东北“5月26日”专列火热报名中
山海关 北戴河 哈尔滨 大同 云冈石窟 海拉尔 满洲里 呼伦贝尔大草原 长白山 沈阳15日环游专列
活动报价: 非空硬卧上铺2580元 中铺2880元 下铺3180元 软卧上铺3580元 下铺3880元

L-QH-CJ00009

德国不伦瑞克市检察机关15日正式起诉
大众集团前任首席执行官(CEO)马丁·温特科
恩和4名企业管理人员在汽车尾气排放丑闻
中涉嫌欺诈。

罚款、赔偿、诉讼……“排放门”曝光3年
多，余波依然难平。丑闻让这家欧洲汽车制造
商重新审视企业战略，“押宝”电动汽车。

【“担保人”】
德国不伦瑞克检察官办公室15日发表声

明，说温特科恩受到造成重大损失的严重欺
诈、不公平竞争和违背信任指控；2006年11月
至2015年9月，温特科恩未能尽到知会欧洲和
美国政府部门的责任，而他至少在2014年5月
便知晓大众柴油发动机被人动过手脚。

美联社报道，温特科恩本人否认早早知
情，称2015年9月美国调查人员曝光丑闻前不
久他才得悉此事。丑闻曝光后5天，温特科恩
请辞。

法新社把温特科恩称为大众集团向政府
和消费者的“担保人”。德国检方在声明中指
认温特科恩未能向消费者通报非法作弊软件
的存在，也未能阻止软件继续安装。如果温特
科恩及时作为，大众集团原本可避免收到高额
罚单。

其他 4 名受到指控人士的姓名没有公
开。他们先前供职于大众集团，不清楚是否已
离职。如果由法院认定“造成重大损失的严重
欺诈”，5名被告面临半年至10年监禁。被告
同时可能要交出30万至1100万欧元（约合228
万至9360万人民币）销售奖金。

路透社报道，大众集团现任首席执行官赫
伯特·迪斯说，他并非这次德国检方起诉的被
告，预期不会受到起诉。

德国政府去年6月向大众集团处以创纪
录的10亿欧元（76亿人民币）罚款。大众旗下
奥迪公司同时被罚8亿欧元（61亿人民币）。

大众集团 15 日发表声明，说不伦瑞克检
方针对大众的刑事诉讼去年结案，企业不牵涉
这起针对个人的诉讼，因而不作回应。

温特科恩的律师费利克斯·德尔抱怨无法
就检方指控作出回应，因为本月5日才受到检
察官提供的 7 张数据光盘、内含数百个文件
夹，没有足够时间审视全部文件。不伦瑞克地
方法院将决定是否受理诉讼。

【“排放门”】
全球大约1100万辆大众集团旗下品牌的

柴油动力汽车一度安装非法作弊软件。这种
软件可调整柴油发动机运行状态，使氮氧化物
排放接受尾气检测时达标，以掩盖发动机在车
辆正常行驶时排放大幅超标的真相。

法新社报道，“排放门”丑闻让大众集团陷
入旷日持久的核查和诉讼中，迄今已支付大约
290亿欧元（2204亿人民币）罚款、赔偿款和回
购金，大部分在美国完成。不伦瑞克检方说，

“针对其他36名嫌疑人的调查正在继续”。
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3月15日起诉

大众集团和温特科恩涉嫌“以关联汽车质量和
环境保护标准的虚假陈述欺骗投资者”。而在
德国，超过41万名消费者要求赔偿，投资者因

企业股票价格“跳水”同样寻求赔偿。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美国检方近1年前起

诉温特科恩涉嫌掩盖“排放门”丑闻，但他至今
仍在德国，因为德国政府一般不会应美国法院
要求将本国公民引渡至美国接受司法审理。

“排放门”并非只“放倒”大众一家汽车制
造商。丑闻曝光后，整个汽车行业开始核查柴
油车尾气排放，结果发现其他制造商的不少车
型同样在测试中作弊。

例如，一些汽车制造商钻制度漏洞，称为
减少发动机磨损而在特定温度时关闭排气控
制。

德国检方宣布起诉温特科恩前一天，另一
家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集团确认，因涉嫌用
作弊软件让旗下逾6万辆汽车通过尾气检测，
企业再次受到德国汽车行业监管机构调查。

【“转乾坤”】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排放门”丑闻的严

重程度足以改变大众集团的“航道”。这家企
业目前正“押宝”汽车电动化。

大众计划到2028年推出70款电动车型，
卖出2200万辆电动车。首席执行官迪斯今年
3月说，“大众会作出巨大转变……不要搞错，
这艘‘超级油轮’正在提速”。

美联社报道，先前占据欧洲汽车市场半
壁江山的柴油车销量自“排放门”以来一路下
滑。这促使大众以外的汽车制造商放弃柴油
车，以便符合欧洲联盟定于2021年起施行的
更严格温室气体排放标准。

迫于压力，更多车企着手加大研发电动
车的投入。大众打算2023年以前为电动车投
资300亿欧元（2280亿人民币）。

新华社特稿

德国检方起诉大众前CEO欺诈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定于美国东
部时间18日上午公开删减版“通俄”调查
报告。

路透社分析，即将公开的报告恐怕难
以满足国会民主党人要求，民主、共和两党
可能就是否公开报告全文陷入持久“司法
对抗”。

司法部发言人克丽·库佩克15日宣布
巴尔将公开删减版报告并递交国会。她没
有提及具体公开时间。

巴尔9日告诉国会，他将使报告“尽可
能公开”，同时以不同颜色分类覆盖需要隐
去的部分，包括联邦大陪审团审理内容、美
方情报收集渠道以及关联其他正在继续的
调查、牵涉未受指控“外围第三方”调查对

象隐私的信息。
巴尔在一封4页纸信件中向国会提供

“通俄”调查报告摘要，认定没有发现特朗普
竞选团队中任何人为击败民主党籍总统候
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而“与俄罗斯政府共谋
或协调”；另外，报告所列证据不够充分，不
足以在司法审理中认定特朗普妨碍司法。

特朗普15日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推
特”再次为自己辩护，说“米勒……已经认
定，没有串通，没有妨碍”，“通俄”调查是

“一场骗局”。
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针对特朗普

妨碍司法的嫌疑，米勒在报告中只列出各
方“有利或不利”的证据，没有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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