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新闻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14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伟明 版面 / 素珍 校对 / 燕子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定于下周就针对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的弹劾调查公开听证。作为主要证人，3名外交官将公开先
前在闭门听证会谈及内容。

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威廉·泰勒的证词6日公开。他认定
特朗普以美方军事援助为筹码，要求乌克兰方面调查美国2020年
总统选举民主党籍竞选人乔·拜登和他的儿子。

掌握足够材料

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泰勒、分管欧洲和亚欧事务的助理国
务卿帮办乔治·肯特定于13日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作证，前
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维奇定于15日公开作证。这3人10月
出席闭门听证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说，下周的公开听证将给
美国人“评估证人、作出判断”的机会，美国人同样可以了解总统
行为不当的“一手信息”。

情报界一名官员8月举报特朗普7月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
尔·泽连斯基通电话时要求对方调查拜登父子，触发众议院9月24
日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调查人员两个月来先后传唤国
务院多名官员作证，公开关键证人的证词。

路透社报道，公开听证似乎是众议院弹劾特朗普的“前奏”。
民主党人认定，尽管特朗普政府一些官员不配合，他们已经获得
足够材料推动公开听证。

坐实“利益交换”

民主党人6日公开泰勒的证词，共324页。这名外交官在先前的
闭门听证中说，特朗普政府经由常规外交渠道和“非常规渠道”处理
乌克兰事务，两个渠道就总统要求乌方调查拜登父子有分歧。

“非常规渠道”由特朗普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主导，成员
包括美国政府前乌克兰问题特使库尔特·沃尔克、美国驻欧洲联
盟大使戈登·桑德兰和能源部长里克·佩里。

泰勒告诉调查人员，他“明确了解”调查亨特·拜登供职的天
然气企业贝里斯马控股公司是乌方获得军事援助的前提。桑德
兰曾告诉他“一切取决于泽连斯基宣布调查”。

泰勒认定，调查那家企业的目的是曝光拜登的“黑料”，以帮
助特朗普连任。

依据公开的证词，泰勒没有直接与特朗普本人或朱利安尼沟
通。共和党人因而以泰勒不掌握一手信息抨击他。

白宫增加人手

特朗普6日经由社交媒体“推特”回应，说弹劾调查是“虚伪骗
局”。

这名共和党籍总统多次否认不当处理乌克兰事宜，认定弹劾
调查是民主党人对他的政治迫害。

为应对弹劾调查推进，白宫预期强化通信小组实力。一名不
愿公开姓名的白宫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特朗普的“盟友”、佛罗
里达州前总检察长帕姆·邦迪和财政部前发言人托尼·萨伊格预
期进入这一小组，协助应对今后几天可能发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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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旅居海南长者10/15日游（旅游+疗养3+7/5+10，每周一三五七发） 3500元/人起
▲贵州黄果树/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6日游（11月12/15，无保底） 1100元/人
▲海南一地双飞6日游（每周四和每周日发班，一价全含无保底） 1400元/人
▲网红必打江南华东五市6日游（11月10/13/17/2/24/27一价全含带全陪） 1480元/人
▲双城重庆洪崖洞/磁器口+贵州赤水6日游（11月10/13，一价全含无保底） 1900元/人
▲香辣重庆武隆/天坑/地缝/仙女山5日游(11月9/11/13/16发无购物） 1980元/人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游（11月10/12/13/14/15带全陪） 1980元/人
▲魅力厦门鼓浪屿/土楼/武夷山9日游（11月12/19/26全陪一价全含零自费） 2100元/人
▲海南+广西桂林三飞10日游（11月11/13/15/18带全陪一价全含无保底） 2100元/人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11月13/16/20发，一价全含无自费无保底） 2100元/人
▲广西长寿乡巴马/德天瀑布/通灵峡谷/南宁6日游（每周一四和每周日发） 2480元/人
▲湖南长沙韶山/张家界/黄龙洞/天门山/凤凰6日游（11月16全陪一价全含） 2580元/人
▲情迷广西涠洲岛/北海7日游（每周二四六发，赠送两天自由活动，无购物） 3000元/人
▲海口/三亚/厦门/土楼三飞10日游（11月14/21发，一价全含零自费） 3180元/人
▲江西庐山/景德镇/婺源/三清山/井冈山8日游（11月12/14/16/19/23/26） 3580元/人
▲双南齐下云南+海南三飞11日游（11月12/14/16/19/21/23/26） 3680元/人
▲黄山/宏村/千岛湖/杭州/篁岭7日游（11月16/23/30） 3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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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热线：0971-5204026 5208026 18935589085 19809740878 18097185419 18935588489
地址：铁航国际旅行社五四大街营业部（力盟步行街3-8号铺面）

海南双飞6日游 11月10/13/17/20/24/27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1600元/人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 11月16/23/30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300元/人
海南桂林三飞10日游 11月11/13/15/18/20/22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100元/人
厦门鼓浪屿曾厝垵武夷山双飞9日游 11月16/19/23/26/30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100元/人起
台湾环岛9日游（兰州直飞，无自费） 11月18/20/25/27日 派领队含接送 4380元/人
芽庄双飞8日游（西宁直飞芽庄） 11月19/23/26/30日 派领队含接送 2980元/人起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日游 11月17/12月1/22/29日 派领队含接送 2980元/人起
柬埔寨双飞8日 11月17/24日 派领队含接送 2380元/人起
缅甸双飞8日 12月6/13/20/27日 派领队含接送 1980元/人起
日本本州全景9日游 12月4/11/18/27日 派领队含接送 5680元/人
澳大利亚新西兰畅游12日游 11月21日 派领队含接送 11600元/人
台湾环岛10日游（特价班） 11月13/20/27日 派领队含接送 3880元/人
曼谷芭提雅金沙岛双飞7日游 11月22/27/29日 派领队含接送 16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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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大街：8189696 黄河路：6518805 6331333 民和：0972-8585233

澳大利亚新西兰大洋路12日游 西宁起止专业领队（第二人报名立减1200元） 11月7/14/21日 11600元/人
巴厘岛网红玩海6晚8日游 11月1、8、15、22、26日 5880元/人 11月12日之前报名第二人立减1111元
日本本州东京、大阪、奈良、京都、富士山双温泉赏枫9日游 西宁成团 11月27日 12月4日、11日、18日5680元/人
欧洲德法意瑞四国+布拉格5国12/13日游 西宁起止+快签 一价全含 11月8/10/13/16日 11500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12日游（一价全含0自费）11月15日、17日、18日、20日、22日、24日、25日 4880元/人
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金沙岛9日游（西宁起止）11月5日、7日、12日、14日、19日 3680元/人
芽庄8天7晚欢乐游（全程0自费西宁直飞芽庄）11月12日、16日、19日、23日 2980元/人起
金牌套房普吉岛蜜月7日游（全程0自费）11月3/10/17/24日 12月1/8/15/22/29日 4980元/人
海南+桂林+北海10日游（一价全含0自费）西宁起止 天天发团 2980元/人
幸福海南双飞6日游（西宁直飞三亚）10月31日 11月2日、7日、9日、14日、16日 2580元/人

专线
电话 6125888 6372222

青海湖国际旅行社咨询电话 :8236700 8235911

报名地址：南大街18号锦园大厦4楼（大十字西宁书城正对面）其他线路来电详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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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7日游（12月6、13、20日） 3990元
曼谷+芭提雅+沙美岛6日游（11月28日） 3990元
歌诗达威尼斯号邮轮（上海-长崎）8日游 5290元起
新加坡、马来西亚+巴淡岛8日游 3990元
曼芭普+斯米兰10日游(11月24、27日) 6280元
巴厘岛9日游（12月6、13、20、27日） 4680元
泰新马10日游（12月1、8、15、22日） 4780元
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4日（12月17日）9990元
马尔代夫7日游（12月15日） 10800元起
澳大利亚、新西兰12日游（11月25日） 11100元
南非8日（12月7日，1月4日，2月1日） 1199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天门山/苗寨/凤凰古城双飞6日 2780 元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11月17、19、21日) 2880元
三峡+张家界双卧11日游（11月21、25日） 3980元
海口双飞7日游（11月18日，仅此一班） 1680元
峨乐都青+熊猫基地+蜀南竹海双卧6日游 1980元
昆大丽版四飞8日（11月16、21、23日） 2280元
重庆双卧纯玩7日游 2280元
昆明/大理/丽江+海口/兴隆/三亚3飞10日游 3880元
贵州双飞6日游（每周二、周五发班） 1680元
海南+桂林3飞10日游（11月15、17日） 2880元
西昌/泸沽湖/螺鬓九十九里温泉/邛海双飞6日游 2180元

更 多 境 外 国 内 线 路 请 致 电 6256909 18209789120
地 址 ：西 宁 康 乐 十 字 往 东 50 米（铁 航 八 一 路 营 业 部）

L-QH-CJ00012

海南双飞6天 白班机特价 1600元 (零自费）
柬埔寨吴哥+金边双城8日游 3100元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天 4600元
越南芽庄 8天 2750元
台湾经典10天 直飞 3800元
三亚双飞6日游（四星近海酒店）高端版3100元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9天 2800元
海口三亚厦门土楼三飞10天 3180元
云南大理丽江版纳4飞全陪班 2100元

青海旅投铁航国际旅行社
市区全天候上门服务

英国保守党人发布一段剪辑过
的视频片段，断章取义最大反对党工
党脱离欧洲联盟事务发言人基尔·斯
塔默的采访，被质疑有误导选民、打
压对手之嫌。

保守党主席詹姆斯·克莱弗利6
日不认可视频遭“过度编辑”以至于
失真的说法，拒绝道歉。

重新重新““包装包装””

随着 12 月 12 日议会选举临近，
久拖不决的“脱欧”进程成为影响
选民投票意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工党“脱欧”事务发言人斯塔默
5日接受英国独立电视公司采访，被

“拷问”工党的“脱欧”计划，包括如何
与欧盟重新谈判一份“脱欧”协议、会
否在二次全体公民投票中为这份协
议宣传造势。

路透社报道，斯塔默接受采访
后，保守党人发布一段采访视频片
段，剪辑掉斯塔默回答主持人提问
的内容，试图给外界留下工党就

“脱欧”事务没有答案的印象。
按这家媒体说法，在这段遭过度

编辑的片段中，独立电视公司主持人
皮尔斯·摩根问斯塔默，欧盟为何会

给予工党政府一份新的“脱欧”协
议。斯塔默随后开始眨眼，似乎吃惊
不小，表情犹豫且不自然。视频还配
上红色字幕：“工党就‘脱欧’没有计
划。”

然而实际采访中，斯塔默没有犹
豫，而是立即回答：“好的皮尔斯，3
年里我一直在和欧盟以及欧盟27个
成员国的政治领导人沟通，我非常了
解他们可能给工党政府一份什么样
的协议。”

工党的最新“脱欧”主张可以总
结为：重新谈判一份“脱欧”协议，随
后再次公投。工党希望新政府组建
3个月内与欧盟谈妥“软脱欧”协议，
确保英国留在欧盟关税同盟；工党党
首杰里米·科尔宾当选首相后半年内
举行二次公投，可能提供的选项包括
是否支持“软脱欧”协议和是否支持

“留欧”。

拒绝道歉拒绝道歉

保守党议员约翰尼·默瑟在社交
媒体“推特”发布这段视频片段。他
承认视频失真，同时道歉。

“我道歉并将删除它，”默瑟说，
“原始视频已经足够糟糕，我不明白

为什么还要改变它。”
然而，保守党主席克莱弗利不接

受视频遭过度编辑以至于失真的说
法。他辩称，剪辑视频的原因是为让
它变短一些，“因为基尔的回答太过
啰嗦”。

这样的说法遭到主持人摩根批
评。

“这简直令人错愕：无耻地重新
编辑一段视频，让它看起来完全是另
一 副 样 子 ，给 出 完 全 误 导（的 信
息）……来让你的对手看起来愚蠢，”
摩根说，“而且当你被抓到，你甚至不
敢说：‘是的，我们原本不该那么做，
我道歉’。”

英国议会6日解散，意味着持续
大约 5 周的竞选正式拉开帷幕。选
举结果定于 12 月 13 日凌晨揭晓。
一些政治人士担心，竞选期间，误导
选民的“假新闻”可能经由社交媒体
迅速传播，进而间接左右选举结果。

英国舆观调查公司 5 日发布的
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保守党获得的支
持率领先，达到 38%；工党次之，为
25%。另外，自由民主党所获支持率
为16%，脱离欧洲联盟党为11%。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韩国统计局 6 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 2018 年跨
国婚姻数量同比增加 8.5%。外国
新 郎 中 ，中 国 男 性 占 比 最 多 ，达
9.4%。

数据显示，韩国去年跨国婚姻数
量 是 2.3773 万 桩 ，比 2017 年 增 加
1856桩。这是韩国跨国婚姻数量连
续第二年增加，同样是 2014 年以来

跨国婚姻数量最多的一年。
韩国 2018 年婚姻数量大约 25.8

万桩，其中跨国婚姻占9.2%，比2017
年增加0.9个百分点。去年跨国婚姻
中，外国新娘和韩国新郎的“组合”占
67%，外国新郎和韩国新娘占18.4%，
已经入籍韩国的外国夫妻“组合”占
14.6%。

外国新娘中，越南新娘人数最

多，占 30%；中国新娘位居第二，占
21.6%；泰国新娘排名第三，占6.6%。
外国新郎中，中国占比最多，占9.4%；
美国第二，占 6.2%；越南第三，占
2.5%。

2018年跨国婚姻离婚数量大约
1.03 万桩，同比减少 0.5 个百分点。
2018年所有韩国离婚夫妻中，跨国夫
妻占比9.4%，同比降0.3个百分点。

美国会拟就弹劾调查公开听证
竞选开局竞选开局不顺不顺 英保守党陷英保守党陷““视频视频失真失真””风波风波

韩国跨国婚姻增加 中国新郎中国新郎““最吃香最吃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