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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州长接连“出事”美国弗州民主党忧心
美国弗吉尼亚州州长拉尔
夫 诺瑟姆涉嫌拍摄种族歧视照片
风波未平，副州长贾斯廷 费尔法
克斯8日受到性侵犯指认。两人
都是民主党籍，承受辞职压力，触
发民主党担忧这一“摇摆州”2020
年总统选举以及其他选举选情。
副州长费尔法克斯的杜克大
学同学梅蕾迪丝 沃森8日经由
史密斯 马林律师事务所发布声

明，说她2000年遭费尔法克斯强
奸。声明说，尽管两人当时是朋
友，“但从来没有约会或者有过亲
密关系”，指认费尔法克斯施暴
“有预谋且有攻击性”。
史密斯 马林律师事务所说，
沃森曾经由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
向多名朋友坦露遭强奸经历，这
些信息由事务所掌握。而且，沃
森前同学作证，她遭强暴后曾立

即告知朋友。
声明说，沃森不要求经济赔
偿，但经由律师告诉费尔法克斯，
希望他辞去公职。
在沃森以前，美国斯克里普
斯学院副教授瓦妮萨 泰森6日
下午经律师事务所发布声明，说
2004年在波士顿一家酒店遭费
尔法克斯性侵犯。
费尔法克斯否认两项性侵指

认，自称遭人恶意抹黑，说所谓
2000年强奸同学一说“完全虚
假”，2004年与泰森发生性关系
出于双方自愿。
美联社报道，正副州长和州
检察长牵扯是非触发民主党担
忧，地方和全国选情可能遭受负
面影响。
如果诺瑟姆、费尔法克斯和
赫林三人都被迫辞职，意味着下

研究预测今年全球会有
更多极端天气
据新华社惠灵顿2月10日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

一任州长可能出自共和党，还可
能使这一“摇摆州”的选民在
2020年总统选举中转向共和党。
8日性侵指认曝光后，要求
费尔法克斯辞职的呼声再起，甚
至威胁弹劾他。
弗吉尼亚州议会民主党籍议
员帕特里克 霍普说，除非费尔法
克斯主动辞职，否则他打算11日
提议弹劾。
（新华）

最新报告说，随着南极和北极的冰盖继续融化，2019
年全球各地的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会更多、更严重。
这一研究团队日前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
说，他们综合利用气候模型及卫星数据来模拟分
析冰盖融化后的水进入地球海洋水系后可能出现
的情形，并呼吁各国政府评估极端天气增多可能
带来的严重后果。
模拟结果显示，随着全球变暖，来自格陵兰和
南极冰盖的大量融水将进入海洋。大量融水的汇
入会对洋流造成严重破坏，进而导致更多的极端
天气事件，每年的温度变化也会变动更大。以北
大西洋为例，融水的汇入将导致大西洋深层水循
环显著减弱，从而影响沿海洋流，这将造成中美
洲、加拿大东部和北极高地的气温升高，与此同时
西北欧的气候变暖会有所减弱。

环球博览
多国举办活动
庆祝中国春节

研究人员开发
“增肌式”
自生长材料

日本北海道大学研究人员
研发出一种新材料，可以像健身
增肌那样在反复拉伸后变得更
强健，未来有望用于制造柔性的
护具，供骨骼损伤患者使用。研
究人员设计了一种有双重网络
结构的水凝胶材料，它有两层高
分子聚合物网络，一层硬而脆，
另一层软而韧。研究显示，当水
凝胶受到拉伸的力时，硬而脆的
高分子链会断裂，溶液中的单分
子会连接到高分子链上，使材料
变得更硬，而反复拉伸后，这种
材料的强度和硬度可分别提高
1.5倍和23倍，而高分子聚合物
的重量可以增加86%。 （新华）

←中国农历
新年之际，精彩
纷呈的庆祝活动
在许多国家展
开，各国民众和
华侨华人共同体
验中国春节文
化、共享节日快
乐。图为 2月 4
日，在巴西里约
热内卢里约州议
会大厦外，演员
在广场上表演舞
龙。里约州议会
今年首次举行活
动，与华侨华人
一起庆祝中国春
节。 （新华）

运动比药物
更能减少内脏脂肪

对胖人来说，能用手捏出、
用尺量出的体表脂肪通常不是
很危险，而看不见的脂肪即内脏
脂肪才是引发心脑血管等疾病
的“元凶”。美国一项新研究发
现，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运动
比药物更有效。这项发表在新
一期美国《梅奥诊所学报》上的
研究显示，运动和药物两种方法
都能减去内脏脂肪，但在减去相
同体重的情况下，运动比药物减
去的内脏脂肪更多。 （新华）

全国百强旅行社

石狮假日国旅
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游 天天发团

致 11 名中国游客受伤

据新华社曼谷 2月 10日电
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馆 10日通
报，一艘载有11名中国游客的快
艇9日下午在普吉海域与一艘停
泊油轮相撞，导致11名中国游客
和2名船员受伤，无人死亡。
据了解，事发时快艇正由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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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岛返回普吉岛。伤者被送往普
吉两所医院接受救治，无生命危
险。截至目前已有6人出院或无
需住院治疗，其余5人住院观察，
个别需要继续治疗。
得知消息后，中国驻宋卡总
领馆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机

假日国旅

委内瑞拉副总统要求瓜伊多
停止不理智行为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2月9日电 委内瑞拉副总

厂房

晋江安东工业区标准
厂房三层24000平方米
出租，配置齐全，可分
租，2000平方米起租。
15880988898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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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方块面积：2.5cm×2cm；
石狮九龙山工业区 ●标准价格：1-5次，50元/方块；
标准厂房带宿舍 6-10次，45元/方块；
1800平方米出租， 10次以上，35元/方块；
配置齐全交通便利 ●套红加收25%
13859775678蔡
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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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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招租

统罗德里格斯9日发表讲话，要求反对派成员、议
会主席瓜伊多停止不理智行为。
瓜伊多8日表示，在必要情况下，不排除“授
权”美国或其他国家军事干预委内瑞拉局势，从而
迫使马杜罗下台并缓解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危机。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一民众集会上说，委内瑞
拉人民已经很清楚地表达希望和平和稳定的意
愿。她强调，美国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只不过是
“侵略委内瑞拉的借口”。

负责人均赴医院慰问伤者，并提供
协助。10日上午，中国驻宋卡总领
馆驻普吉领办负责人再次赴医院
看望伤员，所有游客均情绪稳定。
11名中国游客来自浙江省杭
州市的两个家庭，以自由行方式
到普吉旅游。

传播广 低投入 高效率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 高价收购针车、布料
中巴司机（B1证、上岗证、 辅料、服装
本地户籍）、A1证大客车驾驶 13859792818
员15860931990

石狮日报 房产超市

旺铺

制，驻普吉领办负责人第一时间
赶赴两所医院看望伤者，要求院
方全力救治，同时敦促警方、海事
等部门尽快调查事故原因，相关
方面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当日，泰方普吉府副府尹、旅
游警察、移民局和游客服务中心的

人才市场 二手市场 遗失声明

海西电商园区
店面出售。
联系人：施小姐
电话：
13805993788

据印度媒体9日报道，印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
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近90
人。据报道，在北方邦的萨哈兰普尔地区和北阿
坎德邦的鲁尔基地区，分别有46人和20人死亡。
此外，在这两个邦的其他地区还有约20人死亡。
据悉，假酒事件发生后，印度当局加大了对制售假
酒的打击力度，截至目前已抓捕至少30名涉案人
员，查获超过400升的假酒，几十名地方政府官员
和警员被停职调查。
（新华）

泰国普吉海域发生快艇撞船事故

分类广告
旅游

印度假酒事件致死近 90 人
超 30 名涉案官员停职

91350581739549317J）不慎遗失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代码：4400174130，发票号码：30663485，金额：100000元，开
票日期：2018年4月15日，特此声明作废。

主办单位：石狮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协办单位：石狮市总工会 石狮市妇女联合会 石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石狮市残疾人联合会
执行单位：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石狮分部
服务热线：0595-6889977968899777
新春人力资源公益招聘会

2月15日~2月26日8：30-16：00
场 次
第一场
第二场
第三场
第四场

地点：石狮市金盛路人力资源大厦3楼
举办时间
2019年2月15日（正月十一）（星期五）
2019年2月18日（正月十四）（星期一）
2019年2月22日（正月十八）（星期五）
2019年2月26日（正月廿二）（星期二）

石狮企业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对接会
主 题
技能人才需求对接会
中高级人才需求对接会

地点：石狮市金盛路人力资源大厦5楼
举办时间
2019年2月22日（正月十八）下午
2019年2月26日（正月廿二）下午

纯属公益，不向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

