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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众院委员会称

无证据显示特朗普竞选团队
“通俄”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12日电
共和党人掌控的美国众议院情
报委员会 12日宣布，委员会调
查结果表明，没有证据显示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总统特朗普的
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方面串通。
但这一结论未受到委员会民主
党众议员认可。
领导该委员会“通俄”调查
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 科纳
韦说，调查已经收尾，委员会中
的共和党众议员正在撰写大约

150页的最终调查报告，不会再
质询新的证人。
“我们没有发现串通证据，”
科纳韦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央
情报局认为他们（俄罗斯）想要
帮助特朗普，我们未能得出同样
的结论。”此前，美国情报机构一
直指控俄罗斯企图为特朗普助
选并破坏其民主党竞选对手希
拉里的选情，俄罗斯对此否认。
科纳韦说，调查发现，特朗
普团队在竞选期间，可能存在

“某些糟糕的判断、不合适的会
晤、对进行会面的不当判断”，但
只有小说家才能从中罗织出“通
俄”的结论。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全部使用大写字母宣布说：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经过 14个
月的深度调查，发现没有特朗普
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串通或
协调以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
选举的证据。”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地位

最高的民主党众议员亚当 希夫
则公开批评共和党同僚“把保护
总统利益置于保护国家之上”。
他说，调查中，委员会里的共和
党众议员没有迫使证人直接回
答问题，没有强制要求提交文
件，也没有关注相关人员可能的
经济往来。
据美国媒体报道，众议院情
报委员会中的共和党人完成调
查报告后，递交给委员会中的民
主党同僚，后者在数周内可能进

行“广泛修改”。在调查过程中，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内部两党争
斗不断升温，共和党人还打破传
统做法，要求特朗普解密关于指
责联邦调查局在涉俄调查早期
不公正作为的机密文件，引发民
主党一方强烈反弹。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自 2017
年1月开始“通俄”调查，已重审
逾 30万份文件，询问了 73名证
人。
（新华）

环球博览
新研究找到一批
与智力相关的基因

土耳其
大巴追尾起火
至少 13 人死亡
这是 3月 13日在土耳
其乔鲁姆省拍摄的被烧毁
的大巴车。
土耳其乔鲁姆省13日
早晨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
故。一辆大巴车与卡车追
尾，至少造成13人死亡、20
人受伤。
（新华）

英国爱丁堡大学 12日发布
一项报告说，该校学者参与的国
际团队找到了538个与智力相关
的基因，这些基因中还有一部分
可能与人的寿命有关。
英国爱丁堡大学、南安普敦
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的科研人
员合作，对超过24万人的脱氧核
糖核酸（DNA）进行对比分析，以
观察不同基因与智力的关系。
据他们刊登在英国期刊《分
子精神病学》的报告，团队不但找
到了538个能影响智力的基因，
还确认了人类基因组中与思考能
力相关的 187个区域。团队表
事故频发多次出轨 阿里山森林铁路暂停驶
示，这有助科学界进一步了解人
新华社台北 3月 13日电 进 示不满，许多网友留言说阿里山 有车厢混合编组试车，结果新车
除阿里山森林铁路频出故障
们智力差别的生物学基础。
团队还发现，这些基因中的 入2018年，深受游客欢迎的台湾 森铁“没救了”。台湾交通主管 过度摇晃，导致列车出轨。对此， 外，今年以来台铁其他路段也事
一部分与长寿存在关联，但相关 阿里山森林铁路在39天内发生4 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条铁路一定 台铁方面表示“不能排除”是新车 故频频，1月至3月间已发生行车
次出轨，台湾铁路管理局以该铁 要救”，但专家指出，该铁路出轨 特殊规格导致事故，相关承建商 事故 16件、行车异常 87件。对
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舆论指出，这样频繁地发生
报告作者之一、爱丁堡大学 路部分路段泥化严重、枕木腐蚀 的主要原因是新车采购案及人 也正在接受调查。
专家还指出，出轨 4次都在 事故已经不是个别案件，而是台
教授伊恩 迪里说，环境和基因都 为由，宣布从 12日起停驶本线 为疏失。
据台湾《联合报》《中国时 同一监工区，监工单位人为疏失 铁安全系统结构出现重大问
在人类的智力差异塑造过程中发 （嘉义站至十字路站）3个月，支
报》等媒体报道，调查组专家现场 因素大，台铁方面对此却避而不 题。台铁方面则表示，3月20日
挥一定作用，这项研究有助进一 线照常运营。
3月 10日，阿里山森林铁路 勘察后认为，枕木腐朽、弯道坡度 提，以枕木腐朽等原因宣布再停 前将调整部分早晚班列车时间、
步了解到底是哪些基因会对智力
产生影响。此外，由于部分基因 刚刚迎来 106岁生日，但频繁发 并非主因。尤其今年第一次事故 驶 3个月。而今年 7月，阿里山 或停驶部分班次，以便对风险较
能同时影响健康和智力，说明这 生的事故令其不得不再次长时 原因为新车试车，1月18日台铁 森林铁路营运权将从台铁局移 大的线路进行全面检修。
（新华）
两者存在关联性。 （新华） 间停驶。对此，台湾舆论纷纷表 将一批具有特殊规格的新车与现 转至台林务局。

旅 游 人才市场

鹏芳制衣诚聘

采购助理，样衣工
15059588971
多彩童装
样衣工，
流水带组。
全国百强旅行社
假日国旅
车间管理带工人优先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 会计（内账）本地优先
1证、上岗证、 门卫本地优先
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中巴司机（B
本地户籍）、
A
1证大客车驾驶 18759933703
游 天天发团
90
双保龄服饰
春秋游、国内游、境外游、 员158609319诚聘
诚聘辅料仓管、IE、仓库助理
会议考察等，欢迎来电咨询
13905061069
针织设计师、理单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1385078808313400851377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招聘
假日万佳店：88992289
注塑领班，配色师各1名
布行
18859598222
招文员13799588999
布行招聘
奥健
仓库搬运工数名，
有经验者优
品管、针
机票 护照 签证 酒店预订 运动休闲生产厂长、
先1
3
4
5
9
5
7
5
1
5
6洪小姐
织组长13960221977
旅游 南海进香
13506053686曾先生
诚聘
热线88873666 88873999 针织运动平面设计、
狼人时装
制板师、
富贵路11-19号
面辅料仓管：
三年以上经验
财务各1名，
样衣工2名
（濠江海鲜酒楼内侧）
1390505517315918883777 灵秀创业园 13599986821
伟达大厦总部一楼

石狮假日国旅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卫军13日说，国家认监委将在食品消费品、装备制
造、服务业等领域推行绿色有机、智能家电、物联网
产品、健康服务、养老服务等高端品质认证，满足消
费升级需求。
刘卫军在说，2018年是“质量提升行动年”，要
发挥质量认证的基础性作用，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
供给，满足消费者的高品质生活需求。为此，国家
认监委将开展百万企业认证升级行动，面向100万
家企业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标准和方法。
此外，国家认监委还将开展“认证乱象”专项整
治行动，集中打击非法认证、虚假认证、买卖证书等
行为；开展认证服务地方行业行动，在各地方、各行
业创建一批质量认证示范区（点）和检验检测认证
公共服务平台，助力区域和行业质量品牌建设。

特朗普宣布
更换美国国务卿
新华社华盛顿3月13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13

日宣布，将提名现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任现国
务卿蒂勒森的职务。
特朗普同时宣布，提名现中情局副局长吉娜
哈斯佩尔担任新一任中情局局长。
蒂勒森曾于1975年开始供职于石油巨头埃克
森美孚公司，从 2006年起担任该公司首席执行
官。他曾大力推动美企对俄经贸、能源合作，被克
里姆林宫授予俄罗斯友谊勋章。2014年，蒂勒森还
就美欧因乌克兰危机对俄实施制裁提出不同意
见。2016年12月13日，特朗普宣布选定蒂勒森为
国务卿。在担任国务卿前，蒂勒森毫无从政经验。

全球经济或因美国贸易战
损失 4700 亿美元
新华社华盛顿3月12日电 美国经济分析人士

12日警告，一旦特朗普政府挑起全面贸易战，到
2020年，全球经济损失可能高达4700亿美元。
彭博新闻社当天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假设特
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令全球关税水平提高10％，
2020年全球贸易额将萎缩3.7％，全球经济规模将
因此缩小0.5％。经济分析人士预计，按假设情景
推演，美国经济将损失0.9％，幅度超过全球经济损
失，成为贸易战最大受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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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在食品消费品等领域
开展高端品质认证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国家认监委副主任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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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昌
招聘

商务男装品管、CAD打版师、
电脑排版、面料仓管、跟单
13905062808
靓仔上衣
诚聘：生产主管、会计、面辅料
仓管、样衣工、煮饭阿姨。多
年经验
15905958086 15905088006
招工
货车司机（黄牌），杂工，合金
烧炉，业务员。
15960792998

服装厂招验收发货员
13905061163
诚聘
打版，样衣工，会计，业务员，
理单，跟单13808505583
童装聘
多年经验打版师ET软件
13905962933
五金辅料
男业务，跟单，开票，接单，文
员、会计、仓管、统计
15860553888

遗失声明

兹有蔡振南
（350582196910232513）不慎
遗失泉州世茂新领域置业有
限公司于2012年6月27日开
具的晋江世茂人工湖项目
K1-1.K2-1地块15幢-16幢
52购房收据一张，金额：
10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套红另加收 25%;指定位置另加收 20%;所有的分类广告标
题两字起刊登,内容中的标点符号不能省略;固定电话算四
个字,手机算六个字。注:所有广告需刊前付款。
兹有蔡振南
兹有蔡盛艺
（350582196910232513）不慎 （35058219900908251X）不慎
遗失泉州世茂新领域置业有 遗失泉州世茂新领域置业有
限公司于2012年6月29日开 限公司于2012年6月29日开
具的晋江世茂人工湖项目 具的晋江世茂人工湖项目
1-1.K2-1地块15幢-16幢
K1-1.K2-1地块15幢-16幢 K
5
3购房收据一张，
52购房收据一张，金额：60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金额：60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宝盖镇玉浦
兹有泉州源胜物流有限 村民委员会不慎遗失福建省
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证，号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收款
码：350581008475，车牌号：闽 票据两份，号码：2010578、
C8422挂，特此声明作废。 2010949，特此声明作废。

凯舜帝亚诚聘
动感一族诚聘
丰达凯莱服饰
华之旭服饰诚聘
急
聘
诚聘：
C
A
D
打版师、
品质总检、
电商网批合作商/股东、分销业 会计 名、文员 名、发货 名、
行政、营销、跟单、设计师、 样衣工，后整打扣，采购助理，
品管、总检、样衣工。
电话：13959889983陈小姐
18059992729蔡先生

总检，跟单员，后整主管，品质
经理，打版师，副裁，平车工。
13328887575王先生
石狮市灵秀创业园B区15幢

后道主管、外贸业务员数名、会
计（内账）、单证员、样衣工数
名、跟单员、服装城店员（懂英
语优先）。13599173345许
13600757358

2

1

5

务经理各2名；开发主管、设计 质检 2名、压线 4名、裤脚 4名、
师、打版师各1名、样衣工2名。 单双眼 4名、杂工 5名:以上各组
承包优先。
地址：灵秀创业园二路
联系人：谢女士 13600716071 电话:13906991025 88715581

力强诚聘
劲爆浪人服饰公司
颖龙服饰诚聘
寻求加工
1
.设计助理；
本公司专业生产外贸棉衣，针织欧美时
外贸男女装设计、
翻译、
理单、
会
本公司从事服装经营已
2.后整车间承包；
近三十年,今有七分多袋
裤,五分沙滩裤外发,有意
加工者请与我司联系。
电话:138-0594-0568

尚服装，现需棉衣设计师，打版师，水洗
计、统计、平面设计(裤子)、裤子 3.生产车间带组承包；
裤打版师，针织生产厂长，设计师，后道
打版师、后道主管、总检、品管、 4.QC跟单、总检；
主管，外贸业务员，理单，财务经理，统
跟单、样衣工、仓管。地址:石狮 5.样衣工、收货员；
计，文员，样衣工，跟单，总检，司机。
市灵秀镇纺织机械市场 9A。 6.男普工、保安。
联系人:王先生 13959728858 18859588925 13225951772 153966990068819368913805912627

石狮市远达五金制品公司
运动休闲针、梭织 凯鑫凯烨服饰
搬运安装工、普工、 东方鸿服饰

样衣工 1名,设计 2名（4-5年经 诚聘：生产厂长、
外贸业务员、
二氧保护焊工、 本公司主要生产棉衣，夹克
客服，流水组长、平车
聘：打版师傅，裁床主裁，仓管 验）,设计助理 1名,文员 1名, 样衣工、
质检员、后道助理、仓管助
B证小货车司机、 发货，后道主管，整件，流水车 后整主管 1名,品管 1名,生产配 工、
理、
裁床、
整烫、包装、打扣承包
钣金折板工。 工(组长)。石狮市灵秀创业园 货员 1名,司机 1名。
电话：18016620222
13905059758 D15栋。13805986222 15559095996 13685905888 地址：灵秀创业园1路29号。
欢迎石狮各房产中介公司前来洽谈合作事宜

旺铺

店面出租

新华侨医院斜
对面，临街店
铺。88660060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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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店面招租

灵秀创业园二路标
准厂房1000-6000㎡
可分层出租，带电
梯、空调 ，店面出租
18150241737黄

幢楼出售

香江路香江酒店旁
边，店面3间1-6层2
出售。面积1200m
手 续 齐 全
18060019679

厂房

厂房出租

位于宝盖科技园，配套
齐全，3000多㎡，另石
湖大道边有5000㎡。
13559631583
13960219811

厂房出租
石狮市永宁信义开发区东路（黄金海岸
旁）：厂房
7208m2，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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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齐全，
交通方便，
有电梯，
可分租。另：
围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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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龚先生
13559582655王女士

●每方块内容限40个字以内，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
●客户需带本人或单位有效证件 10次以下，50元/每方块； 套红加收25%；
办理刊登事宜,广告需刊前付款。 10次以上，45元/每方块； 指定位置加收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